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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印发《福建省贯彻落实〈关于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工作分工方
案》，就解决老年人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中运用智能
技术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制定了贯彻落实工作分工
方案，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明确工作举措、责任单
位、完成时限。

《方案》提出，到2021年底前，围绕老年人出行、
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推动
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
完善。到2022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
显著提升、便捷性不断提高，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
协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
基本建立。

工作分工方案包含七个方面20项重点任务，包
括：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的老年人服务保
障，完善“健康码”管理，便利老年人通行；便利老年人
日常交通出行，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便利老年
人乘坐公共交通，提高客运场站人工服务质量；便利
老年人日常就医，提供多渠道挂号等就诊服务，优化
老年人网上办理就医服务；便利老年人日常消费，保
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提升网络消费便利化水平；便
利老年人文体活动，提高文体场所服务适老化程度，
丰富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的智能化渠道；便利老年人
办事服务，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设置必要的
线下办事渠道；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
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推进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改造。

《方案》指出，各地市、各部门要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建立工作台账，强化工作落实。要定期组织开展
第三方评估，对各地市公共服务适老化程度进行评
价，相关结果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综合评估。

去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提出坚持传
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
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为老年人提供
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福建日报）

本报讯 10月22日上午，
石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
进全带队督导检查全市创城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荣誉酒店十字路口、鸳鸯池

公园交叉路口、狮城国际广场、泰禾广场和湖滨综合市
场等地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认真听取属地派出所
工作进度情况介绍，对交通设施规范完善、秩序整治、
宣传教育引导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现场指导。

林进全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最佳状态、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落实落细交通秩序管理各项措施。他强调，
要持续充实一线警力，明确职责分工，加大驾乘二轮摩
托车未戴安全头盔、载人超员、闯红灯、违停、行人跨护
栏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无牌摩托车、电动车、“僵尸车”的
整治力度；要戮力同心、密切协作，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
感和紧迫感，正视问题短板，认真对标对表开展整治，确
保行动取得实效。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黄集昌）

本报讯 10月20日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石狮海
洋经济发展情况专题视察活动。市政协党组成员朱
贤，部分政协委员，市发改局、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以及市政协经济资源办全体人员参加活动。

当天，视察组先后前往祥芝国家中心渔港、中益
制药和新正源科技公司进行实地视察。在之后召开
的座谈会上，视察组听取了市发改局和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关于石狮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的通报，与会人
员进行交流并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 （下转四版）

本报讯 2021年全国成人高考10月
23日开考，我市共有1176名考生参加考
试。考试时，考生须携带本人准考证、有
效身份证，佩戴口罩，并接受工作人员按
规定进行的身份验证核查、身体健康检
测和考试违禁物品检查。

今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
考试于10月23日至24日举行，我市报
名1186人，其中10人属于免试入学，参

加考试人数1176人。我市设有华侨中
学一个考点46个考场，除高中起点本
科类考生需到泉州市区考点参加考试
外，其余考生均在我市考点参加考试。
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
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交卷出场不得
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
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
附近逗留或交谈。答题时，应在与题号

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写在草稿纸
上或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一
律无效。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
题，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标记。

我省成人高校招生工作全部实行
计算机网上录取，录取工作分常规志愿
录取和征求志愿录取两个阶段，录取工
作从12月6日正式开始，12月17日结
束。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10月22日，湖滨教育促进会2021年度表
彰大会在街道办事处三楼会议室召开。市领导林天
虎、朱贤出席会议。

会上，湖滨教育促进会表彰优秀班主任18名、优
秀教师55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3名、优秀教育工作
者38名、优秀学生150名，共颁发奖金19.9万元；帮扶
贫困学生4名、病困教师3名，共发放救助金1.9万元。

据悉，湖滨教育促进会于2020年成立，拟在通过
搭建公益平台，聚合社会力量，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
风尚。教育促进会成立之时，得到湖滨辖区爱心单
位、热心乡贤的鼎力支持，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
学，造福桑梓。一年多来，教育促进会将所募得的款
项用于辖区学校改建校舍、修建校道、添置教学设备
设施、奖教奖学、助教助学等方面，推动湖滨教育事业
不断发展。 （记者 黄翠林）

本报讯 10月 22日上午，石
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余志伟带
队深入网商产业园开展工业（产
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调
研。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浪
滔，市政府副市长许自霖参加活
动。

余志伟一行认真听取了园区

综合地块初步规划建设方案汇
报，具体协调了当前亟需重点突
破的难题。据悉，为了破解当前
我市产业园区面临的发展空间不
足、规模效应不强等问题，石狮市
委、市政府启动了十大产业园区
比拼活动，并以网商产业园为试
点，推进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

建设。该园区将立足灵秀区域网
商行业集中的特点，突出工贸融
合、以新促旧、联动发展，建设集
设计研发、加工生产、网商仓储等
功能为一体的网商产业社区。

余志伟强调，网商产业园作
为全市首个标准化建设提升的工
业（产业）园区，要先试先行，改革

创新，积极探索服务推动企业产
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示范带
动全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
设。要强化规划引领，围绕建设
智慧化、数字化产业园区，充分吸
收行业意见和建议，科学布局路
网、停车、仓储等功能配套，强化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应用，集约

用好建设空间。要明确产业定
位，充分发动企业、行业协会等各
方资源，提前谋划推进招商选资
工作，加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
出、带动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完
善工作制度，条块齐抓、大干快
上，进一步营造比拼攻坚的浓厚
氛围。 （记者 林富榕）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
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今日要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2日宣布：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0月2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

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10月22日决定，接受王宁辞去福建省人民政
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赵龙为福建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新华）

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

强化规划招商 建设智慧园区

福建出台工作分工方案

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市领导带队检查创城交通秩序集中整治
统一行动

认真对标对表开展整治
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创城再出发

湖滨教育促进会
召开2021年度表彰大会

石狮1176名考生今日参加成人高考
市政协专题视察
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本报讯 10月22日下午，“保护野
生动植物 维护生物安全”——第三
十一届福建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
暨志愿者“护飞行动”在石狮湿地公
园举行，通过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
高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重要意
义的认识，切实保护好野生动物资
源，激发和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野生
动物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健康发
展。本次活动的主办、承办、协办单

位负责人及志愿者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举行了共建“爱鸟护鸟

文明乡镇”签约仪式，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志愿者委员会常务委员、福
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委
员会主任委员吴轲朝与蚶江镇党委
书记陈殿魁签订“爱鸟护鸟文明乡
镇”共建协议；泉州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中心刘结斌分别向蚶江镇政府、锦
江村赠送了共建“爱鸟护鸟文明乡

镇”精彩泉州湾鸟类图片；泉州市公
安局森林警察支队三级高级警长傅
辉松、泉州市林业行政执法支队支队
长张春贵共同放飞一只经过全力救
助已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凤头鹰；还组织参加活动的领导嘉宾
及志愿者现场参观泉州湾精彩鸟类
摄影作品展、石狮市湿地公园；志愿
者在湿地公园、锦江村等区域开展护
鸟宣传与巡护。 （下转二版）

第三十一届福建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暨
志愿者“护飞行动”在石狮湿地公园举行

放飞经救助后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
本报讯 10月22日，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田径

女子F54/55级铁饼比赛中，石狮籍运动员杨丽婉以
17.53米的成绩，为福建省代表团摘得一枚银牌。当
晚，泉州市政府向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
运动会福建省代表团发出贺电，祝贺杨丽婉为福建赢
得荣誉，也为泉州市增添了光彩。

今年对于杨丽婉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8月11日，
杨丽婉入选中国队出征2021年东京残奥会名单。当时
肘关节受伤的她，依旧坚持训练，发扬敢拼会赢的福建
精神和身残志坚的自强精神，迎难而上，在东京残奥会田
径女子标枪F54级比赛中，以17米83的成绩摘得铜牌，
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奖牌。从东京残奥会载誉归来后，
杨丽婉立马转战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并在比赛第一天
就为福建代表团摘得一枚银牌。接下来，杨丽婉还将
于10月24日参加标枪与铅球比赛。

泉州市政府在贺电中向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
八届特奥运动会福建省代表团表示祝贺！并通过福建
省代表团向杨丽婉及其教练表示诚挚的慰问！衷心祝
愿福建省残疾人体育健儿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夺取更
加优异的成绩。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夏凉）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田径女子F54/55级铁饼比赛

石狮运动员杨丽婉勇夺银牌
泉州市政府发出贺电

▲杨丽婉（左一）在领奖台上展示奖牌

新华社济南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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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
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势，把
握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咬定目标、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确保“十
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
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
任何立峰、甘肃省委书记尹弘、山西
省委书记林武、山东省委书记李干
杰、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境
部党组书记孙金龙、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先后发言，介绍工作情况，提出
意见和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

区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中央把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我们围绕解决黄
河流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开展了
大量工作，搭建黄河保护治理“四梁
八柱”，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
态保护修复，完善治理体系，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进步。同时也要看到，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
坚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
做好各项工作。

习近平指出，沿黄河省区要落
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第一，要
坚持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保护和
发展关系。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
务，通过打好环境问题整治、深度节
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明显

改善流域生态面貌。沿黄河开发建
设必须守住生态保护这条红线，必
须严守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开发利用
上限，用强有力的约束提高发展质量
效益。第二，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提高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高
度重视水安全风险，大力推动全社会
节约用水。要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
化的复杂深刻影响，从安全角度积极
应对，全面提高灾害防控水平，守护
人民生命安全。 （下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