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5-0063

新闻热线:13959900888本报地址:石狮市学府路（362700）邮发代号33-53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发行投诉: 0595-
88875123 88727019

网址:www.ssrb.com.cn
电子邮箱:ssrb93@163.com

读者热线:0595-88727030
广告热线:0595-88727012

《收藏快报》编辑部
0595-88727095

《东方收藏》编辑部
0595-88727096

《石狮侨报》编辑部
0595-88727058

2020年11月

15 日
星期日

今日4版
农历庚子年十月初一

第8193期 生活周刊

气温下降，室内运动场人气大增
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冷，不少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将健

身场所从户外转向室内。11月14日晚，记者在港口大道

一室内篮球场看到，一场由市民自行组织的篮球比赛正

在激烈上演。据现场一位市民介绍，近段时间由于天冷

再加上风大，他们才从室外篮球场“转战”室内篮球场，

“晚上的时候，比起在室外，室内光线更好，而且温度高更

容易出汗。”该市民说道。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鸟群飞掠天空，与远处夕阳下的
姑嫂塔相映成景，画面亲切。这是石
狮日报社的一角。秋冬季节的每天黄
昏，石狮日报社东北角的小树林中便
有数千鸟儿聚集。主要由八哥和椋鸟
组成的鸟群从全市各个方向汇聚而
来，有的结群在附近的天空巡飞，有
的站立在屋顶上歇脚观望，有的栖息
于高高的树梢枝头。它们在太阳落
山后汇聚树林，开启“群鸟聚会”模
式。这个时候你站在树下，身边各个
角落传来的全是叽叽啾啾的鸟叫
声。那份笼罩空间的喧闹，让人难以
置信这竟是在城市的一角。清脆如
潮的群鸟鸣叫，常会持续到深夜，甚
至清晨。这里是石狮一个特殊的角
落，鸟儿们用它们的“合唱”，为城市
环境的美丽欢歌。 （茅罗平 文/图）

新华社南京11月1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考察时强

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

务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

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着力在改革创新、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

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

在前列。

11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

陪同下，先后来到南通、扬州等地，

深入长江和运河岸线、水利枢纽、

文物保护单位等，就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等进行调研。

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素

有“江海门户”之称。市区南部的

滨江地区江面宽阔、烟波浩渺，黄

泥山、马鞍山、狼山、剑山、军山等

五山临江而立、葱茏叠翠，沿江岸

线14公里是长江南通段重要的生

态腹地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水源地。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五山地

区滨江片区，听取五山及沿江地区

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

退捕等情况介绍，对南通构建生态

绿色廊道的做法表示肯定。随后，

习近平沿江边步行察看滨江生态

环境，详细了解当地推进长江下游

岸线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习近平

强调，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

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性、战略性投入。要坚决贯彻新发

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思

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新路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正在江边休闲散步的市民看

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对大

家说，40多年前我来过五山地区，

对这里壮阔江面的印象特别深

刻。这次来，看到经过治理，曾经

脏乱差的环境发生了沧桑巨变，成

为人们流连忘返的滨江生态公

园。大家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

幸福，幸福是你们共同奋斗、亲手

创造出来的。习近平指出，城市是

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口最密

集、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

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

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当前，境外疫

情仍在蔓延，我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压力还很大。希望大家始终

不放松疫情防控这根弦，继续落实

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防

止疫情出现反复。

离开五山地区滨江片区，习近

平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张謇

是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为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教育和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我国第一

座公共博物馆，现有历史文物、民

俗品物、自然标本等各类藏品5万

余件。习近平仔细察看博物苑历

史建筑，并走进张謇故居陈列室，了

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

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听取当地培育

企业家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奋斗

精神等情况介绍。 （下转四版）

群鸟聚会

周末一图

保洁工人顶风清沙
本报讯 11月14日上午，石狮沿海刮起八九级大

风，风卷沙土，贴地飘飞。在沿海大通道蚶江大厦路

段，承担路面清洁责任的保洁公司工人正在顶风扫沙

清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期石狮沿海风大浪急，路

面常常被飞沙覆盖，为了保证道路畅通，减少安全隐

患，他们增加了人力、设备和清扫频次，努力使路面的

积沙得到及时清理。这里也提醒市民，最近沿海风大，

行驶有关路段时注意安全。 （高红卫）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新式公交亭亮相步行街
本报讯 11月13日晚，记者来到步行街公交站点，现

场几名工人正在对该站点的公交亭进行安装作业。据了

解，此次共对九二路6个旧公交站点进行改建，步行街站

点采用石狮服装产业相关的时尚元素——“缝纫机元

素”，提取缝纫机最有特色部件和形体为设计元素。建成

后的新公交亭方便群众候车。 （记者 颜华杰）

消防宣传月专题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国旗下“关注消防 生

命至上”主题讲话、召开“消防安全伴我行”主题队会、开

展消防隐患大检查……连日来，蚶江中心小学2020年

“119”消防宣传月专题教育活动陆续开展。通过系列活

动，增强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学

生的自护自救能力，为建立长效的消防安全机制奠定良

好的基础，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近段时间，“长护险”一词频频见诸媒体。“长

护险”全称是“长期护理保险”，被人们称之为“五

险一金”之后的“第六险”。今年9月份，国家医

保局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

导意见》，扩大了试点城市范围。今年10月份，

石狮市开始试行“长护险”。11月5日，本报报道

该消息后引发众多市民关注。“长护险”究竟是怎

样的一个“险种”，哪些人将从中受益呢？成为

“长护险”保障对象能获得哪些护理服务？近日，

记者就群众关注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每周关注
本报讯 鉴于当前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11月14日，石

狮市交通港口局再次组织全市冷链运

输企业，召开冷链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紧急部署会。

据悉，我市从事冷链运输企业较

多，车辆及从业人员基数大，为落实好

各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严

防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

险，会议要求，各冷链运输企业要根据

市防控指挥部“五个一”工作部署，建

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南、应急

处置预案，准备好疫情防控物资，并做

好物资清单登记及出入库记录，指定

专职防控管理人员，设立临时隔离场

所。

其次，要加强从业人员管理，落实

好体温检测台账，配合有关部门对冷

链运输从业人员“应检尽检”的核酸检

测工作，做到“不漏一企、不漏一人”，

从业人员100%检测到位；对于新进员

工上岗前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加强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对运输车辆、场所要加强消杀。

要全面摸清运输车辆运输线路，建立

健全车辆运输台账，详细记录冷链运

输信息，实现运输全流程闭环管控

100%可追溯到位。按照《道路货运车

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南》要求，对车辆外部、车厢、

办公场所及停车场定期开展消杀工

作，并建立消杀台账，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对运输车辆开展核酸采集检测。

此外，从事进口冷藏食品运输的

企业必须及时报告运输货品情况，要

建立运输车辆台账、驾驶员花名册及

运输线路货品台账。同时，重点关注

从业人员身体状况，员工出现可疑症

状时不得隐瞒，要立即报告所在乡镇

及主管部门，规范就医，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王景扬）

紧急部署
强化冷链运输环节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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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专家团队
来石狮义诊

本报讯 11月14日上午，石狮市
总医院举行广东医学专家义诊讲学公

益活动启动仪式。石狮市政府副市长

黄延艺、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章遐义、南方医科大学教授梁敏、广东

促医会秘书长汪杰、中国城乡发展中

心广东工作部主任张文建，以及广东

省的各位医学专家，石狮市卫健局、市

总医院负责人等参加了启动仪式。

“您平时生活上要注意，避免刺

激性的饮食，衣服要选择舒适的纯

棉材质……”在启动仪式结束后开

始的义诊活动中，前来看病的蔡女

士跟南方医科大学专家讲述自己的

症状并得到专家开方诊疗。与蔡女

士一样，不少市民早早地在石狮市

总医院相关科室排队候诊。当日，

专家团队包括肾内科、中医儿科、妇

产科、骨科、大内科、口腔科、消化内

科、皮肤科、泌尿外科、胃肠外科、超

声科等科室的专家来到石狮市总医

院坐诊。整场活动包括义诊、手术

演示、查房示教、健康大讲堂、研讨

交流会等形式。义诊持续一整天。

现场，出于疫情防控、市民就诊安全

考虑，各科室专家到相应科室坐诊，

采取一病患一诊室的模式进行。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高水平的

诊疗技术带到“家门口”，而且对于

提升市总医院的专科水平也起到重

要作用。

（记者 高荣芳/文 李荣鑫/图）

“一人失能”往往导
致“全家失衡”
“还有这种可以长期帮人

照看、护理的保险，那真是太好

了！”近日，在石狮市区一民房

内，一位市民从石狮市长期护

理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

员了解到“长护险”的保障对象

和服务内容后十分高兴，认为

“长护险”正好可以帮他们家的

一个“大忙”。

据其介绍，其孙子9岁，肢

体和智力都有残疾，生活无法

自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

好，照顾孙子的事情就落在他

身上。为补贴家用，他每天外

出卖些零食，却又不敢离家太

远，怕家中临时有事来不及赶

回家。忙碌生活中，他放心不

下的就是孙子没人陪。在他看

来，如果有人能来帮忙陪护下

孙子，哪怕只是用轮椅推着他

在屋里屋外转转，或者随便与

其孙子聊聊天，也是一件让孙

子感到幸福的事情。“虽然孩子

有智力残疾，和人交流存在困

难，但如果有人陪陪他，相信他

也会感到开心。”

石狮“长护险”试行也让许

多家里有“失能人员”的市民多

了份希冀。因为一人“失能”往

往导致“全家失衡”。比如，有一

位姓苏的市民，其女儿15年前

突发疾病后四肢便无法动弹，

只能长期卧床。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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