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沟污水不再溢流

内窥检测显示污水主管被其他管道横穿

施工人员清理污水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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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墓通告
因石狮龟湖公园东片区（含龙渊小学扩建范围）建设

需要，址在该用地范围内的坟墓需全部迁移，石狮市龟湖
公园东片区涉及宝盖镇塘边村、铺锦村，东至福辉路，西
至龟湖公园，南至宋塘路，北至香江路；龙渊小学扩建范
围涉及宝盖镇塘边村，南至龙渊小学，北至龙渊路。请墓
主于2021年10月15日前到所在村委会进行登记并全部
迁移完毕，逾期未迁者作无主坟墓处理。

特此通告
石狮市宝盖片区建设改造工程指挥部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5日

本报讯 沟中水体返清，气
味刺鼻不再。今年 7 月份以
来，市城管局（水务处）根据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的要
求，突出重点，破解难点，找准
节点，联合有关单位对东排水
沟嘉禄路至子芳路泰马桥段实
施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昨日走访东排水沟八七路
至子芳路泰马桥段沿线沟段看
到，污水外溢等问题已得到解
决，沟中水质、气味等得到明显
改善。

本次东排水沟综合整治涉
及多个沟段，起于南环路止于
子芳路泰马桥段，全长约1500
米。主要问题包括：湖滨街道
辖区东排水沟（国税花苑段）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河道；东
排水沟（交通银行段）排污管道
堵塞，导致大量污水外溢；东排
水沟（旧荣誉酒店段、市政府广
场西侧段）排污管堵塞导致污
水外溢，河道内有黑色污水及
淤泥，产生刺激性气味，影响周
边人居环境。

查明原因，对症下药。市
城管局（水务处）工作人员组
织开展现场调查，并结合日常
巡查及近期开展的污水主管
内窥检测，快速查明沟水污
浊、气味刺鼻的主要原因，系
东沟（交通银行段）新建的污
水提升泵站排放口下游污水
主管被多条不明来源PE实壁
管横穿、过水能力丧失。新建
污水提升泵站作用在于从上
游分流原排污口至荣誉桥底
的污水，因污水主管PE实壁管
被阻断，污水沿着另一通道直

排八七路荣誉桥底，形成“无
效循环”，致使荣誉桥底截污
堰长时间处于溢流状态而污
染下游河道。

“污水主管管径60厘米，
被数条实壁管横穿堵得严严实
实。”市水务处维护股工作人员
结合管道巡查机器人所拍摄影
像向记者介绍道。据悉，这条
污水主管是1995 年建设完成
投用的，由东排水沟引向香江
路（过去名为北环路），横穿而
过的实壁管是何年形成、属于
何单位，经多方查证未能明
确。鉴于此，市水务处快速形
成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在该
污水主管被PE实壁管横穿位
置设置“沉水槽”，恢复新建泵
站排放口下游污水主管（华飞
酒店门口段）排水畅通，封堵直
排荣誉桥底排水通道。

同时，加强新建污水提升

泵站试运行检查、调节等工作，
确保其正常运行，其下游检查
井已无大量污水冒溢现象；完
成该处排污管道（旧荣誉酒店
段、市人民广场西侧段）的清理
疏通及河道淤泥清理。通过多
措并举、精准施策，东沟荣誉桥
底至泰马桥段水污染问题得到
解决。此外，对于湖滨街道辖
区东排水沟（国税花苑段）生活
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河道问题，
协调水投公司查缺补漏，截污
纳管，迅速解决了这一问题。

市城管局（水务处）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关注东排水
沟相关沟段的水质状况，结合
日常巡查开展“回头看”，加强
日常管理维护，保障城市排水
设施运行安全稳定，不断提升
东排水沟水质，改善河道周边
人居环境。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龚宗亮）

石狮市破解东排水沟南环路至子芳路泰马桥段治污难题

沟中水体返清 气味刺鼻不再

本报讯“一段人行道，三天
两处塌陷，两部货车陷入坑里
……”9月13日中午12时许，本
报新闻热线接到读者反映，同兴
路柯顺公园对面的人行道路面
连续出现塌陷，塌陷处下方有空
洞。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当日上午，记者赶到现场
时，陷入人行道路面的厢式货
车已被吊车吊起，路面留下一
处两米见方的空洞。由目击者
提供的视频及图片显示，这部
货车右后轮陷入坑中后，车体
侧倾但所幸未翻车，未造成人
员受伤。而距离此处塌陷约20
米处的人行道路面上，还有另
一处塌陷，面积更大，地砖、土
层全部陷入。记者蹲下身子往
塌陷处内部观察，发现空洞向
内部延伸，下方土层泥泞，上方
平铺的人行道地砖虽未陷落，
但已摇摇欲坠。

“大的坑洞是9月11日上午
塌陷的，一部货车陷入坑中；今
天中午又发生了另一处塌陷。”
附近一家布行的邱先生告诉记
者，这条人行道路面已经投用多
年，过去货车到这里载货并未发
生意外。“不知道是不是人行道
下方的管道漏水，冲走了土层，
造成空洞。”邱先生猜测。

9月11日，该段人行道路面
发生首次塌陷后，石狮公路分局
派出工作人员及一台吸污车到
现场处置，并在现场设置了围挡
及安全警示标志。9月13日下
午，石狮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上述人行道路面发生塌陷
现象，或与下方污水管道漏水有
关，已将情况通报给城管部门处
理。当日傍晚，市城管局水务处
维护股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经
现场勘察，塌陷原因与污水管道
无关，建议记者向供水公司了解

情况。
9月14日，本报记者从市供

水公司技术发展部有关负责人
处获悉，系因该路段供水管道漏

水，冲刷了人行道下方的土层，
目前管道已修复完毕，而路面修
复工作则尚需时日。

（记者 林恩炳 郭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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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4日，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石
狮市总医院发布通告，针对医院具体业务做出调
整，恢复正常诊疗时间视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通告称，即日起，石狮市总医院暂时调整部分
医疗服务事项，包括石狮市中医院暂停对外医疗服
务，石狮市总医院暂停一切健康体检服务，门诊支
气管镜检查，暂停接收择期手术和限期手术患者，
高压氧科原则上只接收急危重症及昏迷患者，暂不
接收门诊新患者。普通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口
腔科、消化内镜检查实行全面预约限号管理。

（记者 高荣芳）

石狮市总医院暂时调整部分医疗服务内容

这些项目有调整
市民就医莫跑空

本报讯 为减少人员聚集，石狮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发布通告，即日起，暂停我市驾驶人各科目报
名、考试及“两个教育”现场学习（已预约的人员请
申请退办另行预约），恢复业务办理时间另行通
告。对确需现场办理的急办事项请提前一天在工
作日工作时间内拨打电话0595-88595151进行预
约。

针对以下一些车驾业务，石狮交警提倡延期
办、网上办、预约办。疫情防控期间，市民可通过

“交管12123”手机App和“福建交通罚没”申请办理
延期换证、延期审验、违法处理，延期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业务。关于交通管理业务，市民尽量选择网上
办理，可登录福建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或
下载“福建交通罚没”“交管12123”手机App进行网
上办理，以减少现场办理业务人数，降低传染风险。

关于预约方式，石狮交警提供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确需现场办理的急办事项全面实行“预约办”，
市民需至少提前一天通过“石狮市行政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预约车驾业务，二是到石狮交警大队违
法处理窗口办理交通违法业务，市民请提前一天在
工作日工作时间内，拨打电话0595-83009595预约。

另外，前往石狮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办事的
市民，必须佩戴好口罩，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
码、行程码、疫苗接种标识，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做好
体温检测等工作，测量体温及三码核验正常且没有
明显身体不适等症状的，方可进入石狮交警各窗口
单位。进入窗口后请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做好

“一米线”防护距离，即办即走。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陈菁菁 张宏宜）

延期办、网上办、预约办
石狮交警调整车驾业务、交通违法处理业务

疫情防控在行动

热线关注

12345·民生咨询

1.健康码如何恢复绿码？
答复：根据八闽健康码客服

答复，健康码变为橙色后，做完
核酸即使显示阴性也需等待 14
天，期间数据没有变化才会变成
绿码，如果要加速变绿码过程，
需要做二次核酸，两次核酸间隔
要 大 于 等 于 7 天 ，且 都 要 为 阴
性，才会加快变成绿码的过程。

2.何处可办理国际健康证？
答复：国际健康证需要到泉

州刺桐北路圣茂街 115 号的泉州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办理，详
情可咨询泉州国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电话：22112196。

3.如何办理电商营业执照？
答复：有实际经营地址的网

店可至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办
理营业执照，材料：经营者免冠
彩照一张（1 寸或 2 寸皆可）、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张、实际经
营地址的房东姓名及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材料（门牌号照片）。
服装城、轻纺城片区个体、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可至市场监督管
理 市 场 采 购 监 管 中 心
（88886171）办理。无实际经营
地址（虚拟店铺）可至虚拟产业
园办理托管后至市场监督管理
市场采购监管中心（83077111）
办理营业执照，虚拟产业园地
址：百灵街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一
楼 大 厅（服 装 城 北 C2 号 门 对
面），电话：13600790163。

4. 退伍军人的军人职业年
金缴费凭证要交至何处？

答复：可将凭证交至社保中
心。军人退出现役后，用人单位
建立企业年金的，本人应将《军
人职业年金缴费凭证》和军人职
业年金补助资金交给用人单位，
由用人单位负责办理相关转移
接续手续（备注：一般情况下，到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退役军人
才需使用到此凭证，可把此凭证
交由所在单位办理军人职业年
金转移手续）。 （秋玉 整理）

石狮新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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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群众的些微小事，我们的头等大事

添加“石狮新闻110”（上图二维码）即可报料、互动、咨询

本报讯 根据我市最
新疫情防控指令，石狮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日来
加大对零售药品经营企
业的监督检查力度，要求
零售药店强化疫情防控
工作，并从即日起，暂停
线上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品”，
同时加强线下销售“四类药品”的登记管理。

记者了解到，线上销售“四类药品”对疫情防控
工作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和
应急处置，做好药店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
挥零售药品经营企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哨点作
用，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采取柜台式销售方
式。

经营过程中，药店要对中高风险地区入石人员
进行主动摸排，如遇有近期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
人员，不得销售“四类药品”，应该及时上报，并配合
镇（街道）落实医学观察或健康监测等措施。对于
普通群众购买“四类药品”，则应严格落实实名登
记，并做好问询劝导工作。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时要求药店应严把
疫情防控物资质量关，确保药品采购验收、陈列检
查、销售管理等各环节符合质量管理规范，保障疫
情防控药械产品质量安全。

记者获悉，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对药店疫
情防控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对疫情防控落实不
到位的，采取严厉措施督促整改。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蔡绵绵）

即日起

全市零售药店
暂停线上销售“四类药品”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联办

本报讯 9月14日，陈某惠因
发布疫情不实信息，涉嫌虚构事
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泉州丰泽公安
分局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

据网警介绍，近日，网民陈某
惠在本地某微信群中发言称“二
院暂时不要去看病，二院29号病
区已封闭管理了，二院医生是东
街与东海轮流上班。东海二院也
要重点注意”“还没有官宣，说是
东街29号病区暂时封闭了”等信
息，以上内容截图被部分本地网
民传播，引发较多议论。

经向卫健部门核实，以上言
论为不实信息。泉州网安支队和
丰泽网安大队、后渚边防所民警
立即开展工作。经查，陈某惠系
丰泽区某诊所创办人。9月12日
上午，有客人到店讲到疫情和二
院的事情，陈某惠听后根据自己
的理解和猜测，虚构出二院因疫
情封闭的不实信息，引起群成员
关注。 （记者 洪亚男）

水系环境治理

全面推进河湖长制

石狮市河长办 市水务处 主办

发布涉疫情不实信息
男子被行政拘留8天

本报讯 身穿“警服”，盗窃
电动车，南安男子洪某再次因招
摇撞骗、非法使用警用标志、伪
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盗窃、诈
骗，被泉州丰泽泉秀派出所刑
拘。

9 月 6 日 19 时，泉秀派出所
接到张先生丢车的警情。经查，
当天18时，一男子进入张先生店
内转悠，在前台徘徊。令警方疑
惑的是，该男子竟然身穿“警
服”，戴着口罩，似乎在进行执法
检查。不久后，该男子看到前台
放着一串钥匙和电子防盗锁遥
控器，便拿起遥控器，对着店门
口停放的电动车进行开锁测试，
其中一辆电动车有了“反应”。
该男子便拿着钥匙走出店铺，直
接把电动车骑走。9 月 7 日下
午，民警赶赴南安将嫌疑人洪某
抓获，并在洪某的家中搜出一套

“警服”，以及退伍证、保安证等。
经查，今年37岁的南安人洪

某无业，2010 年 2 月以来，已多
次因招摇撞骗、非法使用警用标
志、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盗
窃、诈骗被警方查处。目前，犯
罪嫌疑人洪某已被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秀峰）

男子冒充警察
沿街盗车落网

9月11日发生塌陷的路面

9月13日再次发生路面塌陷

本报讯 9月14日上午10时
许，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山
村一建筑工地，一工人在施工时
从3米多高处坠落，两根钢筋穿
体而过。

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消防救
援站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看到，这位
工人右侧大腿、左侧肋骨处分别被
固定在地面上约2米左右长、成人
手指粗的钢筋刺穿，鲜血直流。经
过约20分钟的救援，钢筋被成功
剪短，受伤工人成功脱险，被转移
到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据了解，受伤男子姓余（44
岁），是工地木工，在钉模板时不
慎失足坠落。由于施救及时，余
某经医院治疗后已无生命危险。

无独有偶。当日上午11时
26分，泉州东海消防救援站接到
东海二院急诊室求助电话：一名
腿部被钢筋贯穿的男性伤者，由
于钢筋过长无法进行下一步治
疗，急需消防部门协助处置。
救援人员用金属切割机成功切除
裸露钢筋，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男子身体被钢筋刺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