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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道路交通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品质

王宁当选福建省省长
新华社福州9月15日电 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9月15日补选王宁为福建省人民政
府省长。

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调研海岸带工程建设、中心市区道路“白改黑”
项目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强
“健康石狮”
建设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我市召开进一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健康石狮”建设工作会议。
石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廖春园，市政府副市长黄延
艺，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市
总医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回顾了我市近期召开的两场卫生健康工作
座谈会情况。与会人员围绕解决医疗人才队伍编制
不足、加大资金支持、完善人才奖励关爱医务人员、
加大人才柔性引进力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基
层医疗机构和村医队伍建设等问题展开交流谈论。
廖春园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也一直
都高度重视。相比周边地区，我市的医疗事业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历史欠账多，发展空间还很
大，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找差，落细落
实每一项工作，全市各相关部门需凝聚共识，各司其
职，形成合力，在推进各项工作中，主动作为，举一反
三，共同为石狮的卫生事业添砖加瓦。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王振景）

本报讯 9月15日下午，市委书
记蔡萌芽带领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调研海岸带工程建设、中心市区道
路“白改黑”项目。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林天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林进全，副市长施汉杰参加调研。
蔡萌芽一行先后察看了中心市
区道路“白改黑”项目嘉禄路（群英
南路至花园路）、石龙路、金盛路、宝
塘路，海岸带工程项目锦江外线、共
富路绿化建设、锦尚外线锦尚段、锦
尚外线新沙堤段。嘉禄路（群英南

路至花园路）道路全长489.7米，道
路修建宽度30米，双向四车道，工
程造价近962万元，主要建设道路
工程、排水工程、电力工程、园林绿
化种植工程等。目前，道路路面全
线贯通，正在加快推进中，力争元旦
前通车。蔡萌芽要求，要发扬连续
作战精神，科学高效开展施工，加强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在不影响居民
生活休息的情况下，加班加点，力争
早日完成建设目标。金盛路（南洋
路至北环路）工程总造价 819.7万

元，全长720多米，主要建设机动车
道“白改黑”、人行道工程、雨污水系
统改造工程等。蔡萌芽指出，要抓
紧建设，推动绿化工程、路灯工程等
同步进行。锦江外线（水头至石湖
段）全长6.768公里，是石狮海岸带
规划建设在交通“疏脉络”方面的重
点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打通沿海大
通道，促进石狮快速融入环湾一体
化发展格局，助推环湾片区及滨海
特色旅游的开发。目前，该项目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85%，主路面铺设

有望于元旦前基本完工并通车。蔡
萌芽强调，要抓住当前有利的施工
季节，上足力量、措施，赶工期，抢进
度，确保按时序推进；要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加快优化绿化施工图，推动
绿化等工程交叉进行。在共富路，
道路两旁和中间隔离带已种上了秋
枫、香樟、椰子树等，高低不同，错落
有致，让整条道路有了生机。蔡萌
芽强调，要精益求精，注重细化，体
现协调美观。
蔡萌芽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

岸情 同胞心”助学金颁赠仪式在石
狮举行，市领导施心新、刘艺波、郭丽
莲，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石狮联谊会会长庄沛宇出席
活动。
此次活动有来自石光中学、永宁中学、石狮一中
等多所中学的学生获得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石狮联
谊会的助学资助。这是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石狮联
谊会连续十五年组织会员企业捐资助学，累计募捐近
120万元，帮助532人次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刘艺波指出，作为石狮涉台重要社团，泉州市台
资企业协会石狮联谊会自创立以来充分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积极牵线搭桥，凝聚台商力量，加强与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联系，为石狮经济社会发展、深化狮
台合作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联谊会的善心义举，充
分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同胞情怀，石狮人民感谢各
位捐资台商的善心厚德和为石狮教育事业做出的贡
献。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周振们）

全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全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成员培训班开班。石狮市领导陈波，市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在石狮分会
场参加了培训。
据悉，每年9月15日至次年的4月30日，是我省
森林防火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和
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全省森林防灭火指挥
部成员组织森林防灭火工作能力，省森林防灭火指
挥部举办了此次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中国消防救援
学院教授白夜，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郭福
涛，分别就“森林火灾扑救指挥与典型案例分析”“预
防森林火灾应把握的重点与要求”两个课题进行授
课，并由有关地市作森林防灭火工作经验交流。
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防为主，严控火
源，力争不着火；以人为本，科学施救，确保不死人；
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落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森林防
灭火各项工作。
（记者 林恩炳）

泉州在石狮召开
新闻出版（电影）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会
本报讯 9月15日，泉州市2020年第三季度新闻
出版（电影）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暨考察观摩企业安
全生产演练在石狮举行。泉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郑国防，泉州各县、市、区新闻出版的分管领导及
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石狮祥芝富兴包装有限公
司和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印刷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情况，并观摩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在
随后召开的第三季度新闻出版（电影）行业安全生产
工作会上，鲤城、洛江、泉港、石狮、晋江分别作典型汇
报发言。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继续深入贯彻泉州市
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整治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
按照半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推动专项整治向
纵深发展；狠抓新闻出版（电影）行业企业主体责任
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任务落实，下大决心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切实提升安全水平；要层层抓好组织
实施，强化措施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加强信息
报送，确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第三年行动落实到位、
抓出成效。
（记者 郑秋玉）

“项目攻坚年”为抓手，认真落实项
目协调推进机制，主动作为，积极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加快建
设。要锁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
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工
作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务必做到天
天有新的投资量、新的工作量、新的
实物量、新的形象进度。要做好规
划设计，统筹推进道路绿化、重要节
点等工程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品
质。
（记者 许小雄）

第十五届
“两岸情 同胞心”
助学金颁赠仪式举行
本报讯 9月15日下午，泉州市台
闽台缘
资企业协会石狮联谊会第十五届“两

进入森林防火期
时刻绷紧防火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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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5日下午3时许，位
于石狮海域境内160.254米高的跨海
大桥主塔上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
浇筑完成，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福厦
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南岸主塔成功封
顶，标志着大桥整体迈入上构施工快
车道。
新建福州至厦门高速铁路（简称
“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高铁，项
目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北起福州市，
南至厦门市和漳州市，正线全长
277.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二
航局承建的第6标段为全线施工难度

最大的标段，路线起于泉州市台商投
资区，跨越泉州湾，途经石狮市，进入
晋江市，全长27.455公里。其中全线
重点控制性工程——泉州湾跨海大桥
全长20.287公里，海上桥梁长8.96公
里，跨越泉州湾的主桥长800米、主跨
400米。大桥设计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泉州湾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设计速度
达 300公里/小时以上的跨海高铁大
桥，也是世界第四长跨海铁路大桥。
泉州湾跨海大桥主塔的成功封
顶，标志着福厦高铁向 2022年通车
目标又迈进一步。作为加快“一带

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福建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先行
性项目，福厦高铁通车后，福州、厦
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对
推动海西城市群快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此外，作为京福高铁的重要
延伸，福厦高铁建成后将使福建6个
设区市实现“高铁进京”，有效解决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铁路“瓶颈”制约问
题，对促进石狮快速融入全国高速铁
路网，发挥沿海高速客运通道承上启
下的作用。
（记者 李荣鑫 通讯员 占雨欣）

房源各有特色 可选择项丰富
即将集体亮相石狮首届购房节的
镇中路老城区参展项目主要是中
21个在售楼盘，产品全面涵盖了住宅、 首届石狮市购房节
骏 悦景府。随着镇中路和宝岛路打

商业、办公、车位等类型。从楼盘分布
来看，多数集中在城西南、城北、城东三
大板块；此外，老城区和沿海乡镇也都
各有代表项目。从户型、面积上看，90
㎡ 以下的小户型、三房、四房、大平层、
复式房、精装现房，无论用于刚需自住、
投资，还是为了小孩入学、婚房嫁妆，不
同置业需求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
的房源。
城西南板块。摩天城、服装城、轻
纺城三城联动，商务中心、人气商圈、教
育配套（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世
茂实小）是其主要加分项。这一板块营
运多年，综合配套完善，成熟度较高，此
次集结了世茂摩天城、世茂璀璨公园、
世茂璀璨狮城、正荣府、鼎盛天玺、百
德 米兰广场、百德 汇峰广场、奥园宝
嘉 誉荣府等多个楼盘参展。
城北板块。交通是最大的优势，石

地点：石狮服装城艺术展览中心
时间：2020年9月19日至20日

倒计时 3 天
狮市客运站、泉州环城高速雪上出入口
都在这里。西洋公园就在家门口，环境
优美。教育方面，规划36个班的第九
实验小学开建，恒大 悦龙台中心幼儿
园获批。代表项目有金辉城、鼎盛上
城、碧桂园、恒大 悦龙台。
城东板块。石狮的热点区域，近几
年主要亮点市政配套如峡谷旅游景观
带、学府公园、体育公园等都在这里。
集中了石光中学、五小、七小、五幼等重
要教育资源。石狮“地王”所在地。参
展楼盘有旭辉城、龙湖 春江郦城、恒大
首府、恒大名都。

通，该区域在自身人气热闹的同时，也
密切了同城东新城联系。
乡镇楼盘主要在祥芝和永宁。在
永宁镇，中骏 黄金海岸海景房的优势
毋庸赘述，且周边旅游设施如海洋世
界、新晋网红民宿等人气日益火热，红塔
湾旅游公路从项目背后穿过。与其近在
咫尺的，还有信义豪园。在祥芝镇，万
祥 祥芝湾临靠泉州师范学校附小石狮
校区、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
狮校区及泉州海洋学院，龙喜豪庭就在
石狮七中旁，各有特色置业群体。
除此之外，许多楼盘本身还自带特
色配套，比如生活广场、商业步行街、阔
气会所、泳池等等，也为项目加分不少。
一站式了解、可选择面广，有意向
的购房者千万别错过，9月19-20日到
石狮服装城艺术展览中心逛逛。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涂玉助）

泉州海警局石狮工作站与驻地政府

启动无人机移交
和首飞巡航仪式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福建泉州海警局石狮工
作站与石狮市人民政府启动无人机移交和首飞巡航
仪式，旨在增强海警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管海水
平。石狮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建辉，泉州海
警局局长梁清出席仪式。
据悉，石狮市人民政府移交的无人机型号为大
疆经纬M300RTK，最高抗风7级，IP44级防水，可飞
行至500米高空，监测直径最远15公里，续航能力1
小时，并有360度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将200米以
内的物体进行高清拍摄和智能锁定跟踪，以及200倍
智能变焦、激光测距，实现图像实时传送。
据海警执法人员介绍，使用无人机辅助海上巡
防具有灵活方便、机动性好、覆盖范围广，且不受地
形、空间限制等优点，将极大提高海上立体防控能力
和执法执勤效率。
移交结束后，参加移交仪式的人员到石狮市永
宁镇西尾码头，观看了无人机首飞巡航仪式，技术人
员现场对无人机设备的性能、用途、维护保养及使用
注意事项进行了教学讲解，随后启动无人机设备，操
纵遥控手柄起飞，在深沪湾海域进行飞行和航拍。
（记者 杨德华 郭雅霞 通讯员 杨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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