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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

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出

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国旗下半旗。3000余名各界

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

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全城拉响防空警报，

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

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

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陈希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

隆重集会，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缅怀所

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

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生命的国际战

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陈希指出，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永

不停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

史性得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这是我们对

所有牺牲先烈和死难同胞的最好告慰。 （下转六版）

在11月25日召开的全

市务虚会上，多位与会人员

建议，应围绕五中全会提出

的“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

石狮打造成现代商贸之都。

建议认为，当下，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已经成

为带动我市外贸转型的重

要引擎，全国唯一的预包装

食品出口试点的品类、通

关、目的地都已经进一步放

开，石湖港、华锦港7#—9#

泊位列入国家重大项目填

海规划范围，石湖港5#6#泊

位、保税中心（B型）等项目

即将投入使用，网批市场、

网红经济等发展又为我市

带来了变末梢为前端的大

好机遇。我们要发挥基础

设施、产业条件、政策配套

等方面的优势，争取在“双

循环”大局中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吸引更多人口人才

特别是青年人到石狮创业。

建议提出，市场强则

城市强，要通过与电子商

务融合，紧盯新技术、新模

式、新应用，培育零售直播

网红项目，推动服装城、轻

纺城网络化，鼓励零售企

业转变经营方式，实现专

业市场从单纯提供交易场

地向商贸服务综合平台转

化。要以石狮为中心，建

设“石狮+晋江东+泉州东

海”的大商圈，内外贸并

举，依靠“进口+实体产业

制造+代理经销+网商市

场”占领内需市场，依靠

“一般贸易+市场采购+预

包装食品+保税物流+跨境

电商+国际开放口岸+众多

海外侨商”拓展国际市场，

特别是RCEP新兴一带一

路市场；形成以纺织服装、

食品等消费产业为重点，

构建多元化消费市场体

系。对标商业发达地区。

国内对标浙江义乌柯桥、

广东东莞虎门、江苏宁波

常熟等。国际对标日本京

都、韩国釜山等二三线活

力城市。目标是到“十四

五”末，石狮有50万商人、

15万家线上线下商店、500

万平方米商业繁荣圈，年

销售3000亿—5000亿元。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

纺织服装博览会（简称“海博会”）

暨2020石狮国际时装周、第二届中

国校园服饰国际博览会将于2020

年12月17日至20日在石狮国际轻

纺城、石狮服装城展览艺术中心二

号馆华彩启幕。作为海博会的配

套活动，“网红狮城 源头好货”第

十季网红直播季活动也于日前正

式启动。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海

博会期间，第十季网红直播季活动

将举办五大主题活动，助力我市

“网红城市”建设。

五大主题活动包括：“网红狮

城 源头好货”2020年度石狮市十

佳网红主播评选活动、“活力狮

城 精彩众创”——石狮狮城众创

直播生态圈12�18电商直播节、
“全闽乐购�泉州站”直播活动、

“网红狮城 源头好货”第十季网

红直播季青创城专场和“网红狮

城 源头好货”第十季网红直播季

双奇专场。此外，石狮市网商协

会还将组织我市闪电潮牌、古由

卡、后秀、8090牧依扬、KXP等20

余家参加海博会的电商品牌展示

以及选品会，同时在展位上启动

直播销售模式，实现电商企业线

上线下的参展模式。

其中，2020年度石狮市十佳网

红主播评选活动已于12月1日发起

海选，目前已吸引了我市各大直播

基地、企业的主播踊跃参赛。海选

阶段，主播们纷纷围绕石狮传统美

食、名城名景、特色产品直播等内

容各制作一个原创短视频参赛。12

月11日，经专家评估后，筛选出30

名选手入围。入围后将依据该选

手在12月1日—15日时间段内的

“主播粉丝总数、粉丝投票总票数、

新增粉丝总数、直播总时长、成交

总额、成交总量”，进行综合评分。

活动将评选出十佳主播10名、优秀

主播10名。旨在进一步助力我市

“网红城市”建设，挖掘和培养更多

的网络直播销售人才，为网络主播

提供更多的创业与就业机会，实现

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培养我市直

播创业主力军。

石狮狮城众创直播生态圈

12�18电商直播节，将于12月18
日—22日举办百店千人直播销售

PK赛，JEEP专场、卡宾专场、爱登

堡专场直播活动和“主播带你逛

免费送不停”活动；全闽乐购直播

活动专场将于12月18日走进中

国石狮国际食品城，帮助我市食

品企业拓展直播销售渠道。

“网红狮城 源头好货”第十

季网红直播季的青创城专场，将于

海博会期间在青创城直播基地开

设12个直播间，同时作为海博会

的分会场，活动期间将联合快手、

抖音大力扶持品牌或优秀商家流

量，帮助商户推展直播销售渠道；

双奇专场，将在双奇直播基地开设

10个直播间，其中5个淘宝直播

间，同时作为海博会的分会场，活

动期间主要以淘宝为平台，帮助线

上商户带货，

促进销售，通

过主播及员

工展现品牌

形象及项目

优势，快速帮

助商户销售。

记者了解到，2020年2月22日

以来，我市已成功举办九季直播季

活动，平均每个月一场，活动效果

显著，时尚靓装、饕餮美食等石狮

源头好货通过直播季活动对接给

各直播机构，帮助当地企业快速打

通线上销售渠道，保持线上新型消

费热度不减，获得各方好评。当第

十季网红直播季“邂逅”海博盛会，

将擦出怎样的精彩火花，让我们一

起拭目以待！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洪及源）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第

八中学举行新高中部开工奠

基仪式。新高中部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石狮八中的教育

功能，促进学校办学品质的提高，为学校创建省二级

达标高中校提供硬件支持。

据了解，石狮八中新高中部位于学校西侧，占地

面积约85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3911.63平方米，

拟建设两栋教学楼和一栋综合艺术楼，整个工程预计

2年内完工。新高中部共设置43个教学班，可容纳约

2000名学生。 （记者 陈丽明）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全球，仿佛蝴蝶扇动的翅

膀，对各大行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冲击。这一年，石狮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校服产业

“争”天下，抢占行业话语权，成功收

获“中国校服产业创新基地”荣誉称

号。

石狮是著名的中国休闲服装名

城。上世纪90年代末，石狮的童装产

业产值一度占据全国童装总产值的

“半壁江山”。进入本世纪以来，尽管

在全国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其产值

仍接近300亿元，是全国最重要的童

装生产基地之一。“石狮拥有十分完

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发展校服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石狮市工

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副局长王名体看

来，近年来国内外服装消费的升级，

以及国内各学校对高品质和个性化

校服的需求，给石狮童装产业转型校

园服饰带来了新机遇。

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

赋予的新机遇，早在2018年，石狮就

出台《校服订制生产服务企业订制生

产实施细则》，在全国首次通过细则

规范校服市场。 （下转二版）

赖艺芬（社区网格管理员）：石狮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实至名归，是对这座城市文明程度的肯定和认
可。作为一名社区网格管理员，在基层管理工作中，
看到社区居民们都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做
贡献，令人感动。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觉得城市管
理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比如说有些驾驶
员不按交规出行、部分行人跨护栏横穿马路等这些不
文明行为，还需要加强宣传和引导，让市民的文明素
质进一步提升，让城市更文明。

洪明芽（九二路东段停车管理员）：我从事停车管
理员工作两年多，也见证了“马路文明”的逐步提升。
以往，有些车辆在路边一停就是一整天，缺少流动性，
不仅导致人行道停车的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路
边小店的生意。路边流动车位规范管理之后，车位
“动起来”了，交通文明也“提上来”了。不过，驾驶员
乱按喇叭的情况还是存在，希望下一步可以在这方面
加强管理。 （记者 陈嫣兰 杨德华）

本报讯 记者12月13日获悉，经市政府日前研究

同意，我市决定自2020年7月1日起，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85元，增加7

元。

据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为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且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

乡居民。按规定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年满60周岁，

累计缴满15年，且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无

力参保县及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人员老年生活

保障金和未参保高龄职工老年生活保障金的，从符合

待遇领取条件的次月起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我市决定自2020年7

月1日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

高至每人每月185元，增加7元，增加部分从2020年7

月份起发放，于2020年12月底前将提高后的养老金

足额发放到位，2020年12月1日起身故符合我市丧事

简办相关规定的待遇领取人员丧葬补助金随市定基

础养老金标准提高。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我市高考生注意了，2021年我省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外语口试报名工作明日开始，考生们需在

规定时间内报名，逾期不再受理。

外语口试报名对象为拟报考有外语口试要求招

生专业的我省2021年普通高考外语科目选考英语或

日语的考生。申请报名参加2021年我省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外语口试的考生须于2020年12月15日至17

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eeafj.cn）“数字服

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

完成网上缴费，考试费用为30元/人，口试报名成功后

方可参加考试。

外语口试时间为2021年1月30日至31日。考生

须于2021年1月26日至28日，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

证到所在县（市、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签领口试准

考证。英语口试实行机考，由各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具体组织实施。英语口试考生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

详见口试准考证。外语口试成绩仅供高校招生录取

时参考使用，不计入高考成绩。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

政公用事业处了解到，位于

灵秀镇港塘村的石狮市城

北片区垃圾综合处理站正

在加快建设，目前已完成1

号楼垃圾转运站、2号楼设

备用房和地下污水池主体框架浇筑作业及围墙桩基

和立柱作业，预计2021年完工。届时，我市城乡生活

垃圾转运能力及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改善我市

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石狮市城北片区垃圾综合处

理站位于灵秀镇港塘村（金盛路与北环路交叉口），用

地面积233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55.94平方米，绿化

面积244.71平方米，该项目是对原有的老旧垃圾中转

站进行拆除后按国家最新标准建设新的垃圾转运站，

将配置渗滤液收集、除臭、降尘等配套设施，采用分体

密闭式压缩设备，转运能力达60吨/日。

垃圾中转站是重要的环卫基础设施，近年来，我

市不断对老旧中转站进行改造提升，城乡生活垃圾转

运能力及效率不断提升，目前我市在用垃圾中转站22

座，日均转运生活垃圾能力达900吨。同时，改造提升

中注重中转站的除臭、降尘、铺设地坪漆、外立面修缮

等配套建设，提升中转站环境卫生水平，进一步改善

我市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王民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南京举行2020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

“网红狮城 源头好货”

第十季网红直播季精彩来袭

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勇立潮头 巡礼重点项目建设成果

石狮市工信科技局：

聚焦校服蓝海 助力换道领跑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献计石狮“十四五”

打造现代商贸之都 市场强则城市强

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
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
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提高至185元

创建没有休止符
重整行装再出发

——石狮市民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8）

2021年高招外语口试报名
明日开始

石狮市第八中学
新高中部开工建设

民生提档年

石狮市城北片区
垃圾综合处理站加快建设
我市垃圾转运站日转运规模达900吨

季季乐校服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