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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3日，记者从鸿山镇获悉，为助力

全民健康造福工程，筑牢基础卫生服务网，鸿山镇教

育发展促进会投入10万元，支持辖区各中小学校建

设健康学校，完善辖区学校医疗保健室设备，为学生

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夯实校园疫情防控

基础，为“逐梦——家门口的优质教育”保驾护航。

鸿山镇教育发展促进会于2020年6月12日成

立，在海内外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共接受

社会认捐3000多万元。该促进会成立后，迅速对焦

辖区各学校需求，大力支持学校各方面建设，目前

已投入228万元用于改善辖区各学校的办学条件，

助力教育发展。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洪婷婷）

本报讯 10月31日，凤里街道召开预防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工作培训会。

培训会上，凤里派出所民警讲解了电信网络诈

骗的种类、惯用手段及防范常识等，提醒大家不要

轻信来历不明的中奖电话、信息，不要轻易打款，不

要贪小便宜，不要点击QQ、微信当中不明链接，不

要泄露个人身份信息等。民警还告知与会人员，如

遇到可疑情况时，多与亲属、朋友等沟通商议或拨

打报警电话，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记者 陈嫣兰）

凤里开展
防诈骗宣传培训

本报讯 宝盖镇着力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的重要思想，积极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

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11月4日，记者从宝

盖镇综治办获悉，该镇除了设置镇级信访评理室外，

全镇20个村居还实现了村级信访评理室全覆盖，共

有信访评理员210名，为群众搭起了一个“家门口”解

决烦心事的新平台。

据悉，宝盖镇各村（社区）信访评理室办公地点

设在村（社区）集中办公场所内，工作室按照“五个

一”标准设置，即一块工作牌、一间办公室、一套工作

制度、一套工作台账，统一制度规范。宝盖镇制定了

跟班轮值制度，村级评理员每月跟班轮值不少于1

次。为了提升这支评理队伍的工作水平，宝盖镇开

展业务培训，并让每位信访评理员在镇信访评理室

参与跟班轮值，通过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增强业务

水平。据悉，自今年7月份以来，通过一对一的帮

助和指导，所有轮值轮训人员在来访接待、来信办

理、督查督办等业务工作学习中受益匪浅，信访工作

业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据统计，自村级信

访评理室设立以来，为群众调解矛盾纠纷25起，调

解成功率达到100%。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婷丽）

本报讯 原先乱搭乱盖的“两

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微景观；

原先脏乱差的空地，摇身变成了菜

圃……11月4日，记者在凤里街道

走访时发现，宝岛路、镇中路两侧

不少地方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令人

眼前一亮。据悉，近来，凤里街道

下足功夫，“绣”美城市干道两侧空

间，在宝岛路、镇中路两侧建设微

景观3处、设置公共菜圃4处，两条

道路的颜值随之增色不少。

“以前这里乱七八糟的，违建随

处可见。”一位居民指着路边一处微

景观介绍说，经过一番整治，这里换

了新颜，人居环境提升了不少。近

来，凤里街道大力实施“拆违复绿”，

做好城市干道两侧“绣”的文章，全

力打造绿色空间。该街道按照市里

开展的“两违”治理工作的统一安排

部署，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了针对宝

岛路、镇中路两侧的详细治理工作

方案，将责任细化，并多渠道、多方

式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耐心做好每

一个违建户的思想工作，同时针对

群众反映强烈、违建面积大的重点

违建户，实施重点攻坚。

“在这些违建拆除之后，改造、

绿化则是我们的重点。”该街道负责

人表示，通过多次察看违规建筑拆

除后的现状，对宝岛路、镇中路两侧

及时清理垃圾后，因地制宜做好绿

化规划和设计，用精美的绿化设计

提升道路的新形象。记者在现场看

到，街道除了对拆违后腾出的空间

进行路面硬化，有的还进行了微景

观改造，或设置公共菜圃，既方便群

众日常休闲活动，又提升了城市容

貌景观。据悉，近来，凤里街道通过

拆违建绣“空间”、整街容绣“精致”、

优植绿绣“品味”、护设施绣“舒适”、

美夜景绣“时尚”五个主题行动作为

工作重点。目前已实现道路硬化

2682平方米，改造为景观3处673平

方米，设置公共菜圃4处916平方

米。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11月2日，祥芝镇赤湖村

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化移风易俗工

作，组织开展紫湖非遗文化节环村健康

徒步活动，以此推进乡村体育开展，宣

传全民健身运动，共建文明新风。

据悉，此次活动吸引200余名健

身爱好者与本村村民参与其中，开启

了一场与美丽乡村的约会。随着发令

枪响，跑友们活力开走，不少组队参加

的选手都高举旗帜，沿着既定路线一

直前行，领略赤湖村环村沿路秀美风

光，感受美丽乡村的发展与变迁，并最

终直抵终点，用一场健身徒步尽览赤

湖乡村的新风尚、新风貌。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吴煌清）

赤湖
举行环村
健康徒步活动

本报讯 11月4日，记者从锦尚镇了解到，该镇

出动工作人员和工人30多人，动用4辆工程车辆，

对一处违章活动房屋进行强制吊离。

不久前，锦尚镇城管办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

位于锦尚镇西港村与鸿山镇东园村交界的山上放

置了多个集装箱，属违章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

主要用于收集回收废品，随处堆放的废品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接到举报后，锦尚镇城管办工作人员迅

速前往该地对这起违章行为进行严厉制止，要求其

搬离。同时第一时间将这一违章行为上报，镇分管

领导与镇城管办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导该业主自

行拆除搬离。11月4日，该镇对这一违章活动房进

行强制吊离。该镇镇村干部表示，拆除违章活动房

后，锦尚镇还将对该地块进行清理平整，使其恢复

原状。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周江平）

锦尚取缔
一废品收购站

重拳打击“两违”�优化发展环境

本报讯 11月4日，

记者从湖滨街道办事处

获悉，自10月29日起，

该街道响应我市开展的

为期五个月的预防重特

大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

动，组织开展“滴洒漏”集中整治行动。

连日来，该街道组织城管办出动执法车辆和执法

人员，深入南环路等重点路段，对沿途经过的水泥搅

拌车、渣土车等大型车辆进行检查，通过周密核实司

机的运输证、车辆的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细致检查

车辆的“滴洒漏”行为，强化车辆上路运载规范管理，

防止道路污染影响交通安全。（记者 黄翠林 文/图）

湖滨开展
“滴洒漏”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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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3日，记者在

永宁镇梅林村采访时听到了这

么一个让乡亲们称赞的小故

事。乡贤李章杰、李丽丽的孩子

李逸鑫被厦门大学录取攻读博

士研究生，梅林村教育促进基金

会奖励其人民币1万元。李逸鑫

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将1万元奖

学金再捐出，而这户乡贤又追加

了2000元爱心款，以支持家乡教

育事业。

“梅林村教育促进基金会对

博士生奖励是1万元，李逸鑫同

学成绩优异，考上了博士，所以

我们今年给他颁发了1万元奖学

金。”梅林村党支部书记李非邦

介绍，奖学金颁发后，李逸鑫的

父母李章杰、李丽丽伉俪决定把

奖励资金1万元再追加2000元，

返捐给梅林小学校董会，支持村

落的教育事业，他们热心教育公

益的善举，受到乡亲们的赞许。

（记者 占婷）

本报讯 每日，石狮市荣誉大

酒店人事部副经理熊敏芳总要沿

着坐落于酒店旁的东排水沟走走

看看。也许，这在外人看来并没有

什么特别，实际上，她正在执行一

个特殊的“任务”。

据悉，今年以来，湖滨街道不

断创新河道整治体制机制，在原有

河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民间河

长、志愿者和村民代表的力量参与

治水，通过发挥企业志愿者等社会

力量助推河道整治，提升河道管理

能力。熊敏芳便是街道“民间河

长”队伍中的“企业河长”。

原来，石狮市荣誉大酒店位于

八七路东排水沟旁，今年，在听说

市里的巡河、护河行动火热开展

后，该企业便主动加入湖滨“河长

制”队伍中参与河道管理。作为

“企业河长”，每日，熊敏芳都要沿

着河道巡查看看是否有需要整改

的地方，不仅自己巡河，还发动企

业员工共同守护河道，一旦发现有

垃圾、漂浮物，便组织人力进行打

捞，及时维护河道整洁。值得一提

的是，她还组织员工共同向周边群

众宣传爱河护河知识。“企业在发

展壮大的同时，也要反哺社会，尽

一份社会责任，我们非常乐意参与

河道整治工作，作为企业我们会积

极支持。”她说。

“河道整治工作单靠政府行为

是不够的，还需调动企业、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共同

参与治水。”湖滨河长办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企业河长”的加入不

仅充实了辖区河道整治的志愿者

队伍，还让企业有了身份的转变，

成了与政府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

伙伴。 （记者 黄翠林）

打造绿色空间
凤里“绣”美干道“颜值”

本报讯 10月30日，鸿山镇妇联组织各村妇联主

席及女性职工开展“家风家训伴我行 廉洁在心中”主

题活动，推进家庭道德建设，树立优良家风家训，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讲道德、守规矩、重家风，引领时代

文明新风。

当天，鸿山镇的姐妹们一行参观了石狮市家风家

训厅、王起沃纪念馆、杨孙西纪念馆。活动中，大家畅

所欲言，谈各自对家风家训的认识和参观后的体会。

“家庭的和睦与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大家纷纷表

示，要深入宣传良好的家风家训，大力倡导尊老爱幼、

勤俭持家、自立自强、关爱他人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蔡阿专）

本报讯 记者11月4日从蚶江镇莲

东村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项目的施工现

场看到，该项目的建设已接近尾声。目

前，市场的钢结构及雨棚主体施工和市

场内地面硬化、排水系统已施工完毕；

同时，摊位设置和各摊位水表已安装到

位。据悉，这一农贸市场有望于12月初

投入运营。

莲东村原有菜市场已建20多年，老

旧且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莲东村

党支部、村委会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顺应群众诉求，在蚶江镇党委、

政府及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多方筹集50多万元资金，启动了旧菜市

场的改造升级项目。通过全面改造升

级，消除原菜市场隐患的同时，改善村

容村貌，引导流动摊点入市经营，解决

村民群众及周边外来务工人员购物需

求，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载体，助

力“乡村振兴”。

莲东村菜市场改造升级为农贸市

场项目启动以来，按照农贸市场建设

标准和要求，重新规划搭建钢结构、雨

棚，并配套消防、照明、公厕、排水排

污、监测室、日常管理办公室等，规划

设置标准摊位60多个。由莲东村委会

牵头成立了市场管理机构，负责对市

场日常运营和监管服务，并由村老年

协会安排专人负责。“市场管理机构将

于近期举行摊位抽签活动，组织报名

入驻市场的摊主、商户通过抽签方式

选择摊位。”莲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林金清介绍，目前，市场摊位招

商入驻工作已基本结束，市场管理制

度制定等相关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中。该市场将于下月初投入运营，

届时，村民群众可在家门口的新农贸

市场购物了。

（记者 兰良增/文 李荣鑫/图）

莲东新的“菜篮子”下个月可投用了

河道管理！湖滨“企业河长”来助力

优秀学子捐出奖学金 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宝盖村级信访评理室
覆盖20个村居

鸿山开展
家风家训主题活动

鸿山镇教育发展促进会

投入10万元
支持健康学校建设

乡村振兴在行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

城市提质年

（上接一版）保障对象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导致
全部或部分丧失人身功能，长期生活无法自理的参

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实行多渠道筹集，鼓励企

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资金捐助。

试点阶段筹资标准暂定为380元/人�年，其中个人
缴费标准12元/人�年、财政补助368元/人�年。试
点阶段特定参保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全额

补助。根据长期护理保险的运行和我市实际情况，

酌情调整筹资标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年度筹

集，由卫健、医保部门联合向市财政申请长期护理

保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

石狮“长护险”试点工作服务项目分为三大类，

共72项，其中中医适宜技术服务项目10项、生活护

理服务项目37项、健康护理服务项目25项。参保

人员可通过以下方式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

通过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平台在线申请；向长期

护理保险经办窗口或经办机构服务窗口书面提出

申请；向各镇（街道）指定负责长期护理保险工作的

部门提出申请。参加“长护险”的失能人员或监护

人可自主选择服务类型，包括：定点服务机构提供

机构护理服务、上门居家护理服务，个体服务提供

者提供上门居家护理服务。

（记者 林春凯 许小雄 通讯员 陈志笃）

整治前 整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