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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建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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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是最

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牵动着千

家万户的心，也成

为石狮政协委员们

的关注焦点。

政协七届四次

会议期间，政协委员林清丛递交提案指出，目前我

市共有七所高中校，但近两年来，因受高中办学规

模的限制和初中毕业生的剧增，我市高中阶段的升

学录取比例不断下降，一半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因此

上不了普通高中，建议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合理布

局高中普及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因为这是教

育强市的基础，可为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

的贡献。

林清丛建议，要根据国家、省有关普通高中与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充分挖掘

现有的教学资源，合理布局我市高中学校的建设，

拓宽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继

续升学，顺利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提升我市高中

阶段的普及水平。

同时，建议在蚶江镇布局高中学校，挖掘现有

的教学资源，建设一所完中学校，并在未来几年内

布局石狮二中、石狮五中、石狮七中扩办高中教学

班，为未来不断增加的初中毕业生提供升学机会，

促使我市高中阶段的普及更合理化。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阳洋）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锦狮金

属配件有限公司收到了排污许可

证，这是今年石狮全市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开展以

来颁发的最后一张排污许可证。

记者从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获

悉，截至8月21日，石狮市排污许

可发证和登记工作全面完成，比

原计划提前近一个月，完成发证

（含下达整改）100家、登记管理

4142家，总完成率100%。

今年以来，根据生态环境部

及省、泉州市生态环境部门统一

部署，石狮市抓紧推进固定污染

源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工作，努力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全覆盖。根据《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

版）》规定，国家根据排放污染物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登记管

理。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

排污单位应当在生态环境部规定

的实施时限内申请取得排污许可

证。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

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

当填报排污登记表。

申领工作分两个阶段实施：

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类，即2017

年至2019年已完成排污许可证核

发任务的火电、造纸等33个行业

纳入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未依

法领证或登记的排污单位，于4月

18日前依法领证或登记。2020年

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类，即列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9年版）》的所有行业排

污单位，于2020年9月18日前，依

法领证或登记；申领时限后新建

的排污单位，应在启动生产设施

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依法领证

或登记。

据悉，石狮市高度重视排污

许可发证和登记工作，市政府副

市长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泉州

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成立专门工作

领导小组，委托第三方提供技术

服务，制定专职人员负责保障工

作；通过微信公众号、行业微信

群、企业微信群等网上平台发布

通告；联合各镇（街道）通过三四

级网格，在企业复工时期发宣传

单、在各企业转发通告，发挥村

（社区）一线优势通过广播及入户

通知等方式齐头并进，在全市营

造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工作氛

围。

同时，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分

行业协作，有问题集中探讨，保障

发证和登记内容的平台填报速度

和质量；根据我市行业特点，制定

特定行业发证申请表和登记表模

板；分组分行业同时推进各镇（街

道）企业发证和登记工作开展，建

立行业微信群指导企业系统填

报，建立每日调度制度，要求第三

方服务机构每日反馈工作问题。

对存在疑难杂症，如找不到企业

或企业联系人，企业极不配合工

作的，专门研究推进，由泉州市石

狮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大队联合

村（社区）、镇（街道）对企业现场

情况进行排查，并督促企业按期

完成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石狮市采取“不接触”

“不见面”的模式，推进排污许可

发证和登记工作。对申领排污许

可证、填报排污登记表等办理程

序，尽量以网上注册申报进行。

除应提交书面申请的情形外，排

污单位只需登录福建省生态环境

厅官网首页“亲清服务”平台，链

接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系统

或直接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进行系统填报。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林丹妮）

本报讯 截至7月底，泉州辖区对台船舶进出

港1408艘次，货物吞吐量80.7万吨，同比增长近2

倍，货物主要为砂石、化工原料等。

泉州作为大陆68个“两岸海运直航港口”之

一，有石湖港、围头港等多个对台小额贸易点口岸，

一直走在对台贸易的最前沿。泉州海事局通过完

善海事监管机制，为对台船舶开通“绿色通道”，实

行优先受理、优先办结服务制度，对泉金客轮实行

定期（7天）进出港手续等举措持续优化对台贸易服

务、监管措施，助力泉台海上贸易往来持续向好。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曾晓梅）

泉州辖区港口
对台货物吞吐量
同比增长近2倍

本报讯 8月22日上午，民建石狮第三支部第

三季度工作会议暨“金秋助学”活动在南华轩“民建

会员之家”举行，向3位贫困大学生每人发放了

5000元助学金。据悉，这是该支部连续第四年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共资助了三位贫困大学生，其中

主委李盛芳独自资助一人。

据了解，民建石狮第三支部长期热心公益事

业，于2017年资助了3名本地贫困大学生，每人每

年资助5000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每年定期前

往石狮仁爱学校、石狮市婷婷儿童院关心关爱特殊

儿童；2019年在河北省丰宁县捐建了一家“爱心超

市”，多位会员参加捐助“爱心书包”活动，支部荣获

民建福建省2019年先进支部称号。

（记者 周进文）

民建石狮三支部
向贫困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建筑工地围挡，是城市

“面子”的重要组成。8月21日，记

者从市住建局质安站获悉，8月份

以来，在新一轮的建筑施工围挡专

项整治行动中，质安站共督促12处

或破损、或公益广告不达标的建筑

围挡及时完成整改，以实际行动助

力石狮文明创城。

推动工地文明创建、打造绿色

建筑工地，石狮持续在行动。以开

展“城市提质年”活动为抓手，今年

来，质安站加大施工现场安全文明

执法检查力度。在日常工作的基础

上，近期，对建筑施工围挡的专项整

治力度再加码。“各监督员始终坚守

一线，党员带头撸袖上阵，参与布置

施工围挡及公益广告。”质安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检查中发现围挡破损

的，要求工地马上更换；公益广告不

达标的，也让工地立即修补或更换。

值得一提的是，为彰显地方特

色，在整治行动中，许多建筑工地围

挡不仅按照创城测评标准张贴公益

广告，还积极融入极具辨识度的石

狮元素，进一步营造整洁美观、文明

和谐的建筑施工环境，更好提升城

市形象。

记者获悉，8月份至今，该站累

计出动检查人员214人（次），检查

26个项目工地，并发出8份整改通

知单。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汪佳臻）

本报讯 8月17日，市公安

局禁毒大队、市禁毒协会与锦尚

镇司法所组织辖区20多名在册

社区矫正人员，到锦尚镇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集中）管理工作站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向

社区矫正人员普及禁毒知识，结

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向社区矫正人员

普及禁毒法律，系统讲解了毒品

对人体的巨大摧残性和吸毒的

危害性，以及如何预防和抵制毒

品等知识，并分发宣传手册。该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矫正人

员禁毒、防毒、拒毒意识。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谢

惠明）

本报讯 深埕边防派出所以

“百万警进千万家”为契机，深入

辖区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中，该所民警结合“一

标三实”等工作，运用通俗的语

言向群众介绍了毒品的种类、滥

用毒品危害、禁止种植毒品原植

物等相关知识，并通过禁毒宣传

手册原图了解毒品的类别、特征

和吸食毒品对身体带来的危害

和法律的严惩，特别对目前市面

上一些极具欺骗性和诱惑性的

伪装毒品进行介绍，告诫大家不

要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

等，以防被不法分子毒害，还要

警惕毒品陷阱，保持健康的心

态，不被他人带入误区，从而走

上吸毒的歧路。同时，该所民警

收集了吸食毒品后的变化情况

等小视频为群众播放，并号召大

家要积极配合公安工作，举报涉

毒违法行为，共同打击毒品犯

罪，为建设无毒的美好生活环境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次活动，发放宣传单100

余份，面对面接受各种咨询达20

余人，营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更受到

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

芳芳 文/图）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妇幼保

健院的儿童早期发展中心获悉，该

中心每年大概要接收明显存在全面

性发展迟缓的宝宝20多个，一般都

在1岁半到3周岁内，而语言障碍占

了很大一部分。相关医务人员表

示，宝爸宝妈们对此要高度重视，做

好预防工作。

“所谓的全面性发展迟缓包括

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社交

五个方面。如果这五个方面中有存

在任何一项发展迟缓，就要及时进

行干预。”该中心主管护师卢晓亮

说，家长一定要认真观察宝宝的行

动和行为，及时发现自己的宝宝有

否存在发育迟缓。主要表现有：婴

儿手脚经常“打挺”，很用力地屈曲

或伸直，活动肢体时感到有阻力；满

月后，头老往后仰，不能竖头；3个

月不能抬头；4个月手仍然紧握拳

不松开，拇指紧紧地贴着手掌；5个

月俯卧位手臂不能支撑身体；6个

月扶立时尖足，足跟不能落地；7个

月不能发ba、ma的音；8个月不会

坐；头和手频繁抖动；不能好好地看

面前的玩具或对声音反应差；整日

哭闹或过于安静，喂养困难；1岁半

不会独走；1岁半不会有目的地叫

爸爸、妈妈等。

如果宝宝平时出现以上情况，

宝爸宝妈们就要警惕了，应及时到

医院为宝宝做全面的检查评估，查

明是否存在发育迟缓，以便及时治

疗。

医生最后强调：0—3岁是婴幼

儿大脑发育的黄金期，是宝宝体格、

智力、情感、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关键

期，应该重视高危儿的早期干预。

早期干预的重要核心内容有两方

面：一是尽可能在低年龄段（0—2

岁之前）让高危儿接受早期干预，因

为婴幼儿在0—2岁中脑部发育最

快的脑细胞的代偿能力也是最强

的；二是在孩子还没有发现任何异

常的情况下，进行早期预防。如果

预防没有做好，等孩子真的有问题，

就不是早干预能够完全解决的了，

也会对孩子未来心理发育留下阴

影。

（记者 王秀婷 文/图）

本报讯 东埔边防派出所加大网上追逃力度，8

月19日上午，该所成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当日上午，东埔边防派出所在开展日常工作

中，了解到网上逃犯蔡某某近期活动的重要线索。

获知线索后，东埔边防派出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

部署警力对蔡某某的活动范围进行房屋走访摸排，

最终在祥芝镇一沿街店铺内将其抓获。经查，蔡某

某因走私普通货物案于今年7月被厦门海关缉私

局上网追逃。

目前，犯罪嫌疑人蔡某某已移交厦门海关缉私

局。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卢彬彬）

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落网

本报讯 8月19日晚，锦尚

派出所开展“一标三实”信息采

集工作和“百万警进千万家”活

动，深入辖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活动，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法

律意识，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中，该所民警通过设立

法律知识咨询点、发放宣传材

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辖区群

众宣传扫黑除恶、禁毒、禁赌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防火、防盗、防

诈骗等安全防范知识。同时，该

所民警积极与群众开展现场交

流，详细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

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对法律法

规的理解水平，运用法律保护自

己的能力。

通过此次法制宣传活动，切

实提高了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

和自我防范意识，拉近民警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密切警民

关系，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林光明）

石狮市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全面完成
完成发证（含下达整改）100家、登记管理4142家，比原计划提前近一个月

8月份以来，市质安站集中整治建筑施工围挡，助力文明创城

已督促12处建筑围挡完成整改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提醒

儿童全面性发展迟缓
要早发现早干预

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禁毒教育

边防民警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活动

充分挖掘教学资源
提高高中阶段普及水平

锦尚派出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8月21日，沈海高速公路（下行）2242

公里池店成洲大桥段发生一起货车追尾的交通事

故，一名驾驶员受伤被困。泉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

启动应急救援机制，仅用12分钟就把伤者送入医

院。

当晚8时15分，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事故车

辆驾驶员张某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把张某救出

后，民警把他抬上救护车，随后驾驶警车，拉响警笛

为运送张某的救护车开道。与此同时，泉州市第一

医院城东分院也为伤者开通抢救“绿色通道”，安排

专人在急诊室候诊。

救护车在转运伤员途中，对伤员进行先期救

治，收费站优先通行，使原本需要40分钟左右的路

程，缩短到12分钟就赶到医院，为有效救治伤员赢

得了宝贵时间。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阿敏）

警车开道
警医联动抢救伤者

医生在帮小孩进行动手能力训练

排污许可管理

生态石狮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主办

本报讯 8月22日，随着最

后一栋弧形功能楼完成3层顶

板的混凝土浇筑，位于莲厝村

的鸿山第三中心幼儿园主体结

构全部封顶。

鸿山第三中心幼儿园紧邻

锦林小学，用地面积约9700㎡，
总建筑面积约6200㎡，主要由2
栋方正的教学综合楼、1栋弧形

功能楼组成。3栋主体建筑之

间，设分班活动场地和公共活

动区。因地块狭长，在南侧的

主入口接送广场边，还规划有

13个机动车位。“主体封顶后，

马上会转入砌体砌筑。造型方

正的2、3号楼进度比较快，将同

步进行内外装修。”城投集团土

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工期安排，这所乡镇公办园计

划在11月份完工。

届时，这里将新增15个教

学班，可提供约450个学位，在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

同时，让更多学龄儿童在家门

口就能入读优质公办园。

（记者 康清辉 李荣鑫 通

讯员 洪火龙）

民生提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