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13959900888本报地址：石狮市学府路1188号（邮编：362700）
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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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发代号：33-53
出版单位：石狮日报社

订价：297元/年
零售：1.00元/份

报业集团 主管 石狮日报社 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63

本期
推荐

石狮市探索多元化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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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021年7月
26日下午4时，一位来自
永春的游客在红塔湾游
泳戏水。因受台风影响，
海面风大浪高、暗流汹
涌，该游客使用塑料游泳
圈游泳时被海风吹离海
岸，且越漂越远。危急关头，所幸被正在海滩巡逻的安
捷救援队员发现，快速横渡海面，游到遇难游客身边，
让他穿上救生衣，并将他平安转移到岸上。

十几分钟后，安捷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对夫妻同样
使用塑料游泳圈被风浪卷走，救援人员立刻采取救
援，将游客平安救到岸上。据统计，短短三个小时，安
捷救援人员就救了10余起因使用游泳圈被海浪卷走
的游客，共30人左右。

【提醒】游泳圈与救生圈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
样的，救生圈是起救生作用的，它具有很多附属功能；
而游泳圈被定义为水上玩具，执行的只是玩具标准。
与真正的救生圈相比，游泳圈重量太轻，很难准确投
掷，容易破损漏气，抗压能力很差，极易爆裂；塑料表
面遇水湿滑，较难抓握。游泳圈只适合在游泳池的浅
水区域使用，而如果到深水区、海边游泳的话最好使
用救生圈，安全性较高，即便游泳时遇险，只要紧紧抓
住救生圈，可以保证不会下沉，为救援争取时间。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政协副主席郭丽莲带领部分
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港澳侨民宗委成员，市民宗局以及
佛教、道教、基督教、台联、侨联相关负责人等，开展“依法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专项民主监督。

连日来，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洛伽寺、城隍庙、甘露
寺、斗美宫、东岳庙、仁慈寺、永宁基督教堂、金安殿、圣母
宫、湖滨基督教聚会点等十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就“加强宗
教事务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基本情况进行调研。

视察组对各宗教场所工作亮点给予了充分肯
定。视察组指出，宗教问题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的重大问题，要切实提高社会对宗教的认可度，继
续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健全机制，推动资金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着力完善宗教团体自身建设，不断提高
宗教人才队伍素质，将宗教行为转化为具有社会公益的
慈善行为，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 谢艳）

市政协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本报讯 近日，梅林村乡贤蔡婉然
女士简办孙子十六周岁生日，捐资公益
10万元，用行动践行移风易俗。

据悉，蔡婉然女士是永宁镇梅林村一
名村民代表，她勤劳俭朴、乐善好施，注重

家风培育，同时热心公益事业，多年来一
直关心支持家乡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蔡婉然女士的孙子十六周岁生
日，按照闽南习俗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但
她和家人主动响应梅林村移风易俗号召，

简办宴席，将节省下来的10万元分别捐赠
给梅林村文体综合楼5万元、安澜宫管委
会3万元、梅林李氏宗祠理事会1万元、梅
林老年协会5000元、梅林凤仪轩南音社
5000元。 （记者 占婷）

梅林乡贤简办孙子16岁喜庆 捐资10万元助力公益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
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
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
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
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

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
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
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
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讯 10月13日上午，福州市石狮商会携爱心
企业捐赠价值50万元的自助取药机，捐赠仪式在石狮
市总医院举行，石狮市政府副市长洪奕蓉参加仪式。

据悉，福州市石狮商会此次通过石狮市红十字
会，定向捐赠给石狮市总医院。有了该设备，发热患
者不用通过工作人员，手持处方单，在自助取药机上
扫描二维码即可取药！该院将设备放置在感染性疾
病楼发热门诊处，方便发热患者取药的同时，减少与
工作人员、其他患者的接触，助力疫情防控。

一直以来，福州市石狮商会关注家乡发展，在石
狮疫情防控工作方面，这已不是第一次献出爱心，此
前，该商会捐赠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物资。该商会负
责人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弘扬感恩精神，继续履
行社会责任，为石狮慈善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姚堃）

福州市石狮商会
捐赠价值50万元

自助取药机助力防疫

本报讯 10月12日，石狮举办市镇两级计生协会
会长、专职工作者培训班，泉州市计生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专职副会长张艺斌为与会人员授课，石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计生协会会长施心新主持会议。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基层计生协会队伍的
思想、理论和业务水平，更好地落实落细计生协会“六
项重点任务”。

会上，张艺斌围绕计生协会的发展历史、多年来
计生协会的主要工作，当前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以
及在当前人口形势背景下计生协会工作的方向等四
个方面，为大家进行授课。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为大家今后开展好协会各项
工作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

会议还就下一步石狮市计生协会工作作出部署：
即继续推进“5+2”惠民工程、举办青春健康教育师资培
训、做好村（社区）计生协会换届工作。（记者 许长财）

石狮举办市镇两级
计生协会会长培训班

本报讯 10月13日上午，由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吴清木率领的调研组，开展2020年水务专题询问
审议意见办理情况调研检查，市政府副市长李怀忠参
加活动。

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了洪厝水库及伍堡溪、应急
水源工程、水头排涝枢纽工程、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
东沟湖滨派出所段，着点查看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水治
理、饮用水安全、涉水自然灾害防范、河（湖）长制贯彻
执行等水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随
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还认真听取了市政府关于
落实2020年市人大水务工作专题询问审议意见情况
的报告，并围绕跨境流域污染治理、生活污水管网建
管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

吴清木指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抓好水务工
作专题询问审议意见的改进落实，投入经费大，组织
实施严密，工作成效明显。吴清木强调，市政府及各
级各部门要继续紧抓饮用水安全不放松，重点抓好应
急水源保护与管理、二次供水等工作，维持水质良好
状态；要紧抓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不放松，严格落实生
活污水进水许可管理，提升污水管网建设维护水平，
探索生活污水厂提质升级；要紧抓流域治理水平提升
不放松，着重解决辖区小流域整治后的管理问题，落
实跨境流域保护协作机制，强化流域治理成效；要紧
抓防洪排涝建管结合不放松，强化防洪排涝设施的建
设管理和维护，提升灾害防范水平；要紧抓各行业污
水治理不放松，坚持多管齐下，持续推动行业转型提
升，切实提升石狮水环境治理。 （记者 林富榕）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检查
水务工作情况

使用塑料游泳圈
下海游泳，危险！

本报讯 10月13日，记者从祥芝镇
祥渔村获悉，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恰逢祥
渔村蔡加聪、蔡丽雅伉俪孙子的周岁喜
庆。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移风易俗、
喜事新办的号召，蔡加聪、蔡丽雅伉俪
简办喜宴，向祥渔公益慈善会捐资15
万元，用于祥渔村741位70岁以上老人

的重阳节慰问。
据介绍，一直以来，蔡加聪、蔡丽雅

伉俪秉承着崇德向善、乐善好施、回馈
桑梓的公益情怀，在家乡教育、社会事
业等方面慷慨解囊。早在2013年，以
母亲八秩荣寿为契机，蔡加聪、蔡丽雅
伉俪向祥芝中心小学捐资100万元，助

力家乡教育事业；2015年，简办儿子蔡
芳任、儿媳谢璐璐婚宴，捐资公益200
万元；2020年疫情期间，带头简办父亲
丧事，并向祥芝镇教育基金会捐资20
万元。蔡加聪、蔡丽雅伉俪的多次善举
受到了广大村民的赞誉。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周培祥）

祥渔乡贤简办孙子周岁喜庆 捐资15万元慰问老人

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福厦高
铁（石狮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
入桥面附属设施施工。10月9日，
记者跟随设于交通港口局的石狮铁办
及交建公司工作人员，实地走访项目施
工现场获悉，目前海上桥梁部分已完成
85%的工程进度。从10月8日起，石狮
段正式拉开轨道施工的序幕。

福厦高铁（石狮段）全长约10.4
公里，途经灵秀、宝盖、蚶江三镇，其
中海上部分约6公里，均在中交二航
局承建的新建福厦铁路6标段内。项
目建设能否如期推进，抓好征迁和用
地保障是关键。“我们从前期征迁方
案制定开始就介入，全流程跟踪协

调，既向上对接有关单位，也做好石
狮相关部门和乡镇之间的沟通，全力
当好‘服务员’，推动解决前期用地、
用海、报批等难题，着力为顺利施工
提供要素保障。”交通港口局副局长
邱尚泽介绍道。在做好服务保障的
基础上，石狮铁办也充分发挥“督导
员”作用，抓工作落地、抓工程进度，
确保项目按既定工期推进。

据悉，高铁石狮段项目征迁涉及
三镇红线内房屋65宗、红线外房屋27
宗，建筑面积31403.85㎡；厂房7宗，

面积119734.33㎡；涉及海域面
积402.523亩，合计征迁费用近
3亿元。在石狮铁办居间统筹

协调、属地乡镇给力推进下，目前征
迁已进入扫尾阶段，仅剩1处区间基
站用地未完成征收，“涉及水头村的3
栋民房，我们正督促属地加快进度，
确保如期完成扫尾工作。”

在项目主体有序推进的同时，外部
环境整治也已拉开序幕。“今年5月份
启动，石狮段涉及到的有25处，主要采
取拆除、清理的方式处置。”邱尚泽介
绍。为此，石狮铁办坚持提前谋划、靠
前指挥、定期汇总、协同攻坚，确保按上
级要求在12月前完成。 （下转二版）

福厦高铁（石狮段）开始轨道施工
提升城乡品质 拓展区位空间

本报讯 10月13日，石狮市委书记黄春辉，石狮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余志伟会见了由福州市石狮商会会
长傅金镇带领的福州市石狮商会考察团一行。石狮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艺波，市政府副市长许自霖，以
及石狮市有关部门、市属国企集团等负责人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黄春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福州市石狮
商会考察团一行回家乡参观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
商会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家乡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
谢！黄春辉表示，石狮市委市政府一贯重视异地商会
建设，一贯重视在外乡贤的作用，亲商、重商、敬商是
我们的传统。当前，石狮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石狮市八次党代会“全面建设现代化商
贸之都 开启石狮高质量发展超越新征程”战略部署，
以提升“四个品质”、拓展“四个空间”为策略，以

“5510”项目竞赛为抓手，勇担使命，聚力发展，推进各
项工作迈上新台阶。推动石狮新发展，再创石狮新辉
煌，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更需要海内外石
狮人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广大旅外乡亲和异地
商会的乡贤是石狮宝贵的财富，是石狮未来发展的强
大力量。希望福州市石狮商会充分发挥自身平台优
势，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社团招商大比拼”活动号
召，利用自身人脉和资源优势，多为家乡建设发展建
言献策、牵线搭桥，帮助家乡引进更多的大项目好项
目、资金、技术和人才。真诚欢迎广大商会企业回乡
创业、投资发展，共同努力建设现代化商贸之都。

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家乡石狮是一片投资热
土，发展潜力广阔，将积极牵线搭桥，助力招商引资工
作，为家乡发展多作贡献。 （记者 许小雄）

共同努力建设
现代化商贸之都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会见福州市

石狮商会考察团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