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集团 主管 石狮日报社 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35-0063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今日 8 版
第 8286 期

本期
推荐

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意见印发

5版
国内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达成临时技术协议

扫描二维码

6版

关注石狮日报
头条号、视频号、抖音号

国际

习近平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
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
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
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
就。他强调，
要弘扬探月精神，
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
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
烈。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
向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挥手致意，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
栾恩杰等
亲切交流，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
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
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
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
圆 满 成 功 ，标 志 着 探 月 工 程“ 绕 、
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
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17 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
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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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月 精 神 ，不 断 攀 登 新 的 科 技 高
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
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
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
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
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
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
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
黄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
络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
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
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
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
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石狮市跨境电商
发展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222，买买买，跨境电商石狮 GO！2 月 22
日上午，石狮市跨境电商发展服务中心揭牌和“一网
一总部十园区”开业融市仪式同期举行。泉州市商务
局长丁峰，石狮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春辉共同为石狮
市跨境电商发展服务中心揭牌，石狮市政府副市长邱
永丰，市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及“一网一总部十园
区”负责人，跨境电商企业、培训机构、外贸商户代表
等参加活动。
据悉，近年来石狮市围绕打造“千亿规模网红电
商区域中心”和“千亿级别国际贸易集散中心”，启动
“跨境电商发展年”活动，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和市场采
购，积极融入和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设立石狮
市跨境电商发展服务中心，旨在以侨架桥、引侨聚侨，
发挥“麒麟计划”全球开店的孵化网络优势，以“引领
数字经济，助力品牌出海”为使命，集聚石狮跨境技
术、人才、资源和企业等创新发展要素，助力企业转型
升级，打造跨境电商生态体系，实现石狮跨境电商从 0
到 1、从 1 到 N 的突破；而“一网一总部十园区”将为石
狮市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跨境平台咨询服务、培训、孵
化、创业入驻服务，
营造良好的跨境电商发展氛围。
当日，与会人员还围绕跨境电商人才培育、平台
搭建、配套完善、市场推介、政策扶持等方面内容进行
了深入座谈交流。
（记者 林富榕）

石狮举办 2021 年新春招聘云直播
带岗活动

“318 跨交会”
发布会举行

就业创业石狮 GO
魅力石狮等你来
本报讯 来石狮，这里有温馨的新市民积分、暖心
的大学生安居补助、贴心的创业担保贷款等一大波人
才就业大礼包等你来认领；来石狮，这里有十里黄金
海岸、六百年古卫城、千亩生态湿地、万亩城市公园等
你来打卡……我们在魅力十足的石狮等你来。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整，
“新春送岗 乐业石狮”2021 年石狮市
新春招聘云直播带岗活动，在石狮市人力资源大厦如
期举行。石狮市政府副市长黄延艺作客直播间，为石
狮代言，为企业带岗。
2021 年石狮市新春招聘云直播带岗活动由石狮
市人民政府主办，石狮市委人才办、石狮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石狮市商务局承办，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石狮工作部执行，并实时连线云贵川皖四地劳务协
作工作站。直播活动现场，市领导、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人分别就石狮经
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以及就业创业政策、文
体旅游资源等进行了介绍；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森宝（福建）纺织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通过直播宣传推介企业的同
时，在线解答求职者疑问；新市民代表现身说法，邀请
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石狮，
与石狮共发展。
“我是 2012 年到石狮工作的，之所以选择石狮，是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晋升空间。”来
自福建省莆田市、现就职于中纺协检验（泉州）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的林敏敏介绍，入职中纺协检验（泉州）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以来，不仅获得了前往腾讯、华为等
企业学习的机会，快速晋升为技术管理人员，还通过
参加新市民积分，在石狮买了房，娶了媳妇，扎了根。
“我在石狮，我很快乐！”林敏敏说，
“ 石狮是一座宜居
乐业的城市，我在石狮真的很好，天暖人晴，欢迎五湖
四海的朋友来石狮一起拼、一起创！”
（下转二版）

研究部署
全民绿化美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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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70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0591-87275327

田园风光提升美丽乡村颜值
本报讯 人勤春来早，
2 月 22 日上
午，
记者走进沿海镇区农村，
只见宽敞
整洁的乡村道路，绿意盎然的村庄环
境，
村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一幅幅秀
美的田园风光画卷正徐徐展开，让百
姓见证了近年来我市
“美丽乡村”
建设

的丰硕成果。
据悉，我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以
“美丽乡村”
建设为契机连片治理
为着力点，
统筹推进农村生产、
生活、
生
态建设，提升乡村颜值。通过深入开
展
“美丽乡村”
建设，
进一步探索建设幸

福和谐家园的发展思路，
加快推进
“生
态人居”
“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
“生态
文化”
工程建设，
做到以点带面、
稳步推
进，
建成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
生态文化
特色乡村。图为后湖一路片区田园风
光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石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评泉州第一

本报讯 2 月 20 日，我
市召开 2021 年全民绿化
美化工作协调暨 3·12 植
树节工作推进会，市政府
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副市长刘艺波，市自然资
源局、城市管理局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市委文明办、发改、教育、住建、交港、农
业农村、文体旅游等部门，以及各镇办有关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研究《石狮市 2021 全民绿化美化专项行
动方案》
《2021 年全民义务植树植绿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全民绿化美化专项行动是市委工作报
告确定的六个专项行动之一，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
作高度重视。要结合上级精神和市委要求制定好工
作方案，量化任务，提出具体、明确的任务清单。要突
出工作重点，近期要筹划好 3·12 义务植树活动、口袋
公园、公厕建设等工作。要突出“全民”，充分发动、引
导民间力量，
参与绿化美化工作。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廖宗盛）

加强城市管理
共建美丽石狮

东北风 3-4 级
沿海 5-6 级
白天最高温度 27℃
夜里最低温度 14℃
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晴

本报讯 2 月 22 日，记者从石狮市
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坚持政府主
文体旅游局获悉，在创建第四批国家公
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以服务发展、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石狮市
服务民生为主线，创新机制、搭建平台，
作为泉州唯一接受实地检查的县级市，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截
创建示范区工作亮点突出，受到省文旅
至目前，全市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 13.6
厅、财政厅检查组的充分肯定。2020 年
万平方米，建成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度泉州市对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馆、9 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28 个村
设绩效考评，
我市位居第一。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30 个百姓书
据了解，自泉州市创建第四批公共
房、127 家农家书屋及多个文化信息资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启动以来，石
源共享基层服务点和线上公共数字阅

读服务平台等组成的覆盖全市三级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一方面充分借助我
市热心活跃的社会力量，着力机制创
新，大力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供给主体，
探索解决政府“一手包办”的现象，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共赢；另一
方面，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
培育特色传统文化品牌，形成符合时代
要求的文化供给服务形式。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邱晓虹）

自考省际转考手续办理时间作调整
本报讯 我市自考生注意了，
2021年
上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手续办理时间
作调整，
从今日开始，
省际转出开始确认。
据悉，为更好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省教育考试院对今年上半

新闻热线：13959900888

年省际转考现场确认工作方式进行调
整，
具体为：
省际转出确认时间为 2 月 23
日—3 月 5 日，省际转入确认时间为 3 月
15 日—3 月 25 日（不含双休日）。省际转
考现场确认工作方式调整为电话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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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打电话咨询
并对省际转考相关信息进行确认，其中
面向社会专业考生致电设区市自考办，
试点体制开考专业考生致电省教育考
试院自考处。
（记者 许小雄）

读者热线：
0595-88727030
广告热线：
0595-88727012

本报讯 2 月 22 日下午，作为“222，买买买，跨境电
商石狮 GO”活动之一，首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简
称“318 跨交会”
）发布会（泉州站）暨中国石狮跨境电
商总部招商发布会在石狮市服装城展览艺术中心举
行。石狮市政府副市长邱永丰，福建省进出口商会、
泉州市商务局、泉州市跨境电商协会有关领导及嘉宾
等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上，邱永丰介绍了石狮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对石狮传统纺织服装产业优势、政策优势、人才和
创新创业优势、人文环境优势、侨商优势、跨境电商产
业链优势等方面作了重点推介；福建省进出口商会会
长、福建省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卫星围绕
“化危为机创办中国数字经济新平台”这一主题，对即
将于 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福州举行的“首届中国跨境电
商交易会”作了系统推介，并通报了“318 跨交会”筹备
情况，对传统展会转型跨境电商展会商机作了介绍；
石狮市跨境电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对石狮跨境电
商总部招商政策进行解读，对“以商招商”政策进行发
布；
现场还开展了交流互动活动。
据悉，作为开春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创新展会，
“318 跨交会”以“链接跨境全流域 共建电商新生态”
为主题，致力于以外展内办的方式解决多变的国际贸
易形势和疫情危机带来的全球市场匹配阻、外贸企业
转型难、跨境电商缺好货的难题。本届“318 跨交会”
泉州共有 160 余家企业参加，其中石狮有美佳爽、一笔
成服饰科技、赛力斯体育用品等 18 家企业参加。
首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发布会（泉州站）暨中
国石狮跨境电商总部招商发布会，由泉州市商务局、
石狮市人民政府指导，石狮市商务局、石狮产业投资
发展集团、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石狮市
跨境电商运营有限公司、石狮市网商协会、石狮市进
出口商会承办。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石狮专项整治茶叶市场
打击哄抬价格行为
本报讯 近日，有媒体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曝光福建省个别地区存在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天价茶”乱象问题，引起
市场监管
社会广泛关注。对此，我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在辖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鸿山镇市场监管所对辖区 6 家茶叶店进行检查，
对
4 家茶叶店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限期改正未明
码标价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经询问了解，辖区销售
的茶叶以铁观音为主，
未发现
“天价岩茶”
的情况。
凤里街道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则表示，此次专项
检查，各茶叶店都有规范标签标识，实行明码标价，暂
未发现虚假广告、
虚假宣传、
价格恶意炒作等现象。
据了解，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主要是针对茶销售环节
进行监管，
对销售价格虚高的茶生产经营主体，
特别是对
媒体曝光的茶商、
茶企，
重点查核超指导价销售或搭售、
私下交易或上市销售的价格高昂的
“非卖品”
“品鉴品”
等；
重点检查虚假标识、
掺杂掺假、
以次充好、
虚假宣传、
虚假广
告、
商标侵权、
不明码标价、
串通操控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理性消费，若有发现
“天价茶”
等现象，
可以通过 12315 热线投诉举报。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刘春银 王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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