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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周末成垂钓好去处
本报讯 周末的湿地公园成了人们垂钓的好去

处。10月17日，记者在湿地公园一处鱼塘边看到，许

多市民正在悠闲地钓鱼，每当有人钓到鱼了，就有欢呼

声响起。据鱼塘负责人介绍，他们鱼塘共有20多亩，

放有草鱼、鲫鱼、鲤鱼、罗非鱼等鱼种供市民垂钓。

（记者 颜华杰）

塔山水库的环湖栈道修建好
了，栈道上安装了贴地的金色步行
灯，夜幕降临，亮起的路灯就如一
条金带包裹起美丽的环湖风光。
步行在金光衍射的栈道上，地面明
亮，脚下生辉。向前看，一条金带
向前延伸，远处或是朴素亲切的木
亭，或是蜿蜒迂回的亮道，或是暮
色中城市高楼的光影，甚至是象征
着石狮文化和历史内涵的宝盖
山。湖水映出栈道上的灯光，就如
一条灯帘垂下湖面。已经有不少
市民在刚刚修好的金光栈道上休
闲散步，他们步履轻松，不时观察
脚下的花卉图案，或拿出手机记录
下夜幕中的湖光水影。金色的环
湖小道带给市民享受近郊夜色风
景的新选择。 （茅罗平 文/图）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第

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

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

会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

大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脱

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

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

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

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

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

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地区

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

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挂牌督

战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促进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加强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做好贫困劳动力

稳岗就业，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

口提前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高质

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要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有机衔接，通过持续努力推进

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为增

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17日上午在京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保持高昂的攻坚精气神，确保高

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力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着

力解决好扶贫产品销售问题。要巩

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持续推

进扶贫产业发展壮大，强化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进一步健全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要做好巩固拓

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确保过渡期内各项政策平稳过

渡，接续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振

兴。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勇担使

命、当好表率、再立新功。

会议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者进行了表彰。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突泉县、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

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

杨宁、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

前何村第一书记韩宇南、江西省宜

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

师支月英、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

中心原肝胆外科二中心移植外科

副主任朱震宇等获奖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代表作了事迹报告。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东西部扶贫协作领导小组成

员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金带环湖

周末一图

海边大风掀巨浪
本报讯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一，泉州发布大风

黄色预警。因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泉州海岸有8~9级

大风。适逢天文大潮，中午满潮时分在蚶江石湖海

岸，海面波涛汹涌，浊浪滚滚，一阵阵大风将一波波海

浪推向海堤，与海堤冲击后激起巨大的浪花，并翻越

海堤洒向陆地。风急浪高，海水飞扬，场面十分壮

观。这里特别提醒前往海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

预报，注意海况变化，以确保安全。 （高红卫）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本报讯 10月15日，在卢厝村附近

一田地里，农户正忙着给刚发芽长出绿

苗的胡萝卜拉沟，防止风将幼苗吹倒。

据负责人郭师傅介绍，这些胡萝卜是9月

中旬种下的，如今幼苗已长出来，近来风

大，担心幼苗根不稳，所以需要给幼苗拉

沟盖土。

郭师傅表示，胡萝卜的生长周期比

较长，待这些胡萝卜完全成熟还需等到

年底，届时一亩地约能收成7~8吨的胡萝

卜。而这些胡萝卜除了供应本地市场

外，还有一部分则运往外地销售。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胡萝卜吐苗

台湾之夜音乐汇演昨举行
本报讯 10月17日，台湾之夜布拉格音乐汇演在

德辉广场一楼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华两岸文化艺术教

育交流协会主办，石狮市布拉格琴行、金门县燕南书院

承办。来自布拉格琴行的学员倾情演出，歌曲演唱、钢

琴独奏、吉他弹唱、小提琴演奏等精彩的表演，为现场

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视听享受。

（记者 颜华杰）

高标准老年体育活动场所亮相乡村
本报讯 近年来，蚶江镇莲塘村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落脚

点，兴建村民文体活动中心，补齐民生短板。莲塘前埔

自然村在市、镇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投入200多万元

建设高标准“前埔老年体育活动场所”和灯光球场，为村

民尤其是老年人开展门球、地掷球、气排球健身运动提

供了场地。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通讯员 蔡第国）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福建石

狮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了解到，今

年1至9月份，石狮累计全社会用

电量为31.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14%，实现了今年石狮全社会用

电量首次累计同比正增长，这意味

着石狮地区经济形势持续回升向

好。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用电量的增长，传递了经济持

续复苏的信号。今年9月份，石狮

全社会用电量为4.7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6.58%，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增长26.97%；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长

9.81%，其中工业用电量达到2.59

亿千万时，增长10.33%；第三产业

用电量增长7.49%。

“电量的稳步增长，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

的良好态势。”石狮供电公司发展

建设部负责人说。随着各项助力

企业发展措施持续发力，预计石狮

市全年总用电量或将延续持续向

好态势。

好的网架，是电力可靠供应的

前提。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石狮供电公司科学制定“十四

五”电网规划以及配网网架完善计

划，投产110千伏红梁变电站，加快

110千伏变电站布点，以满足新增

负荷接入需求。同时，加快“三化

两全”配网调控体系建设，实现故

障超前感知、抢修主动发起，大力

缩短抢修时长，坚持“能带不停”，

大力开展带电作业，为地方经济继

续向好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电力保

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

来，石狮供电公司立足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认真落实“六稳”“六

保”工作部署，按下复工复产加速

键，全力推动优质服务升级，优化

城市营商环境，首创“前导互动式”

业扩办电服务模式，10千伏高压办

电压减至3个环节，实现当天验收、

当天签订合

同、当天送电

“三同时”，精

简办电，快速

接电；开展“百

千万”大走访，

引导客户用好

电价优惠政策，并积极拓展市场化

售电和综合能源业务，大力推广

“转供电费码”，提倡“网上国网”

App便捷办电，不断提升“获得电

力”服务水平。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胡玲）

石狮前三季度累计全社会用电量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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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降了还是涨了？

对于车险综合改革，车友们首

先关注的是“保费涨还是降”的问

题。对于此次车险改革，银保监会

表示有三大“红利”，即：价格基本

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不

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那么，

改革后在石狮购买车险，保费究竟

是会降还是跌呢？

“我感觉今年花的车险费用

和去年差不多。”10月16日下午，

正在石狮中一汽车年检站年检

车辆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年

的车险都是在一个做保险业务

的朋友那里买的。国庆后，朋友

打电话给他，说他的车险即将到

期。他看朋友给的今年车险报

价和去年差不多，就直接买了，

“去年车险我总共花了2620元，

包括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等，

今年花了2700元。朋友说，虽然

贵几十元，但保障范围比去年

广，像涉水险、盗抢险等都包括

在内。”

交流中，吴先生表示，出于安

全起见，他每年买车险都会买商业

险，不过，一般也只是买车损险、三

者险、不计免赔险等，其他如盗抢

险、自燃险、涉水险什么的，只记得

小车买来后的前三四年有买，后来

就都没买了。在他看来，今年买的

车损险将以前这些险种保障范围

囊括在内，总体上来看，还算是比

往年便宜了。

相比吴先生，市民邱先生觉得

自己的车险保费涨了不少。“去年

2800多元，今年3300多元，相比之

下多了500余元。”邱先生告诉记

者，前几天他在购买车险时，看到

报价单上的金额时有些吃惊，刚开

始还以为保险公司业务员没给优

惠，所以又特意去问了其他两家保

险公司，结果每家保险公司的报价

都差不多。“不是说车险改革后会

更便宜吗？怎么我车险却更贵

了？”对于邱先生的疑问，保险公司

业务员解释说，主要是因为他这两

年车辆都出过险，所以车险费用也

涨了。

与多位近期购买车险的石狮

车主交流后，记者了解到，不同车

主的车险费用变化不一，多数车主

表示“相差不大”。为了解车险综

合改革后车险费用变化情况，记者

通过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就自己的

一辆汽车保险费用进行估算，并与

去年车险费用进行对比。

记者去年车险费用为2052.52

元，其中包括交强险806.60元、商

业险1127.85元。其中的商业险主

要包括车损险、三者险、车上人员

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在同一家

保险公司的官网上，记者通过在线

车险费用测算工具计算得出，今年

如果购买相同保额的商业险，其费

用为1284.37元，与去年相比略有

上涨。在另一家保险公司官网上，

记者测算得出的结果为1643.5元，

涨幅较大，不过客服人员表示，这

只是粗略报价，实际价格会比这优

惠不少。在多家保险公司官网进

行车险测算后，记者得到了报价总

体上都高于去年。

（下转二版）

车险改革关乎广大车友的切身利益。9月

19日，由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车险综

合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施行。而今，车险综合

改革意见实施“满月”了，石狮车险市场发生了哪

些变化？车友们对于此次车险改革又有哪些感

受呢？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每周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