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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联办

本报讯 为促进“最美庭院”提
档升级，连日来，石狮市妇联通过
悬挂标语、微信群、QQ群等平台发
布信息的方式，强化宣传引导，营
造“最美庭院”创建人人有责、家家

参与、户户受益的浓厚氛围，让“最
美庭院”创建工作深入人心。

据悉，近年来，石狮市妇联多
措并举，持续开展“最美庭院”创
建工作，推动“最美庭院”逐步实
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帮助
市民开启“一时美”到“持久美”的
美好生活。除了通过营造家喻户
晓的浓厚氛围，还将“福文化”融

入“最美庭院”创建，通过“晒出
彩”“风采展”微视频比赛、摄影展
等系列活动，涵养家风民风，真正
让庭院更美丽、家园更幸福、乡村
更和谐。同时，根据相关文件精
神要求，各镇、街道要持续深入开
展“最美庭院”创建活动；坚持“突
出群众主体、突出家庭特色、突出
因地制宜、突出机制建设”四个突

出，落实“环境绿化美”“庭院净化
美”“居室整洁美”“生态文化美”

“家邻和谐美”的“五美”创建标
准，加快推进我市“最美庭院”创
建工作，形成一批可学习、可复
制、可推广的创建经验。除此之
外，各镇、街道要围绕“创在石狮”

“购在石狮”“游在石狮”“吃在石
狮”“住在石狮”，在创建“最美庭

院”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一批“最美
庭院”示范片（带），每个镇（街道）
确定1条线路，每条线路3个以上
相邻或相近建制村，各镇（街道）
可结合乡村振兴试点示范线路等
重点打造“最美庭院”示范片
（带），更好地引领辐射带动全市
美丽乡村建设，并健全长效机
制。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妇幼保
健院为一名新生儿开展胸腔穿刺
术，成功挽救其生命。

6月22日，王家宝宝因出生后
23小时，以“气促、呻吟1天”为代
诉入院，入院查体：体重3.6kg，口
周发绀，气促伴呻吟，胸廓饱满。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医护
人员在蔡再鑫副主任的带领下，
立即予以紧急救治，并制定全套
的诊疗护理方案。

之后，医院外科医生为患儿
检查，经外科会诊及床边拍摄胸
片检查后，确诊为新生儿气胸。
医院外科医生建议要为患儿进行
胸腔穿刺术。

因患儿体重仅为3.6kg，又哭
闹不安，穿刺难以定位，增加了胸
腔穿刺的难度。紧急情况下，蔡
再鑫副主任医师配合外科主治医
师黄国南进行胸腔穿刺抽气。抽
出气体后，宝宝呼吸困难症状明
显改善，口周转红润，病情转危为
安。

7月5日，在全体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宝宝顺利出院。

医生介绍，新生儿气胸是
指由于出生时的经肺压过高伴

有肺通气不均匀所致肺泡过度
扩张而破裂所致。气胸发生
时，新生儿原有的呼吸系统疾

病常会突然恶化，如突然呼吸
加 快 伴 呻 吟 、面 色 苍 白 或 发
绀。在患儿呼吸困难急剧恶化

的情况下，胸腔穿刺抽气常能
挽救其生命。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白宝治）

本报讯 近日，由石狮市卫健局牵头，市人社
局、总工会、工信科技局、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共
同参与的职业健康“3+N”联合督导组，对全市9个
镇（街道）的用人单位开展为期3天的职业健康监
督检查。

本次检查采用“双随机”监管的方式，联合督导
组随机抽查27家用人单位，突出对纳入职业健康
监管“红黑名单”的用人单位以及部分职业病危害
专项治理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查看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定期检测与现状评价、主要负责人及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个体防护、现场管理等职业病防治各项措
施落实情况。

下一步，市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将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按照部门职责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督促用人单位
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张桂花）

本报讯 8月4日，石狮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带
队到市消防救援大队，慰问高温天气战斗在防火、
灭火一线的消防员，送去防暑降温饮品，为消防员
送上一片清凉。

慰问组对消防救援大队长期以来在火灾防控、
隐患整治、消防安全培训等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表示衷心感谢，对消防员在灭火救援、高温作业中
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精神表达崇高敬意，
并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消防工作，进一步加
强部门联手协作，规范做好城管领域消防安全管
理，同时就近期创城工作进行沟通、交流，为文明城
市创建共同努力。

（记者 王国良 通讯员 邱清清）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凤里街道市场监督管理
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加强部署调节，强化巡
查检查，处置投诉举报，
认真履行市场监管职
责，坚持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集中整治与
长效管控相结合，全面提升市场监管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以高效市场监管服务石狮高质量发展，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来，凤里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组织
党员对辖区的农贸市场、冷链食品、冻库、餐饮行
业、宾馆酒店以及商场超市等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排
查，严格督促经营进口冷链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同时，对餐饮店无证无照、脏乱差环境等
行为进行规范，对各类食品经营单位进行认真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文明就餐、餐饮浪费
宣传标识不足、未亮证亮照经营等行为，现场督促
整改到位。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王金国）

本报讯 七夕节，又称乞巧
节、女儿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
日。在这个充满爱意的节日里，
石狮市妇联妇女援助中心携手新
华书店一起走进市婚姻登记服务
中心，开展了“用爱酿造幸福秘
方”狮城姊妹公益读书会活动。

活动中，妇女援助中心社工
带着全体书友一起分享《幸福的
婚姻》，通过走进这本婚姻指南，
让书友们学会爱、表达爱，解除婚
姻中的困惑。书友们沉浸在社工
的分享中，产生共鸣。活动现场，
主办方还通过赠送书籍《幸福的
婚姻》、摆放普法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前来登记的
群众宣传婚姻家庭文化。

石狮市妇联通过开展此次活
动，旨在进一步引导广大家庭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忠贞爱情
与和谐家风，创造家庭和睦的美
好生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
爱的文化、家的文化得到传承和
发扬，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贡献力量。（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8月2日晚，由市委
文明办、市委组织部、团市委主
办的石狮市“青春有约·啡你莫
属”青年联谊活动在宝盖科技园

“党建+”邻里中心乐业XIN驿站
举办，近30名青年参加活动。

此举旨在进一步搭建石狮
单身青年相聚相识的平台，提供
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机会。活
动中，单身青年职工在游戏互
动、自主交流等活动中展示自
我，通过“我有你没有”和“不要
做挑战”，以及现场体验手冲咖
啡制作过程等环节增加对彼此
的了解，分享故事，收获快乐。
据悉，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继续
强化组织联系青年的纽带作用，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友活动，
为单身青年搭建相互学习、相互
沟通、相互交流的交友平台。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钱艺煌）

本报讯 暑期，戏水游泳成
为大部分人首选的消暑方式。
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8月5日，
鸿山派出所组织开展辖区水库
日常巡查工作。

其间，民警在水库显眼位置
悬挂防溺水横幅，查看安全提示
标牌、防护设施是否健全。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域及时做好
整改，强化巡逻防控力度，确保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实现
安全防护无盲区、无死角。同
时，民警要求水库看管人员要

对水库进行仔细查看，对水库
的储水水位、运行情况和堤坝
牢固情况进行排查，详细记录
水库的基本参数等情况，落实
水库在突发状况下的具体应对
措施，认真做好水域沿岸巡逻
巡查和重点危险水域的值班值
守等工作制度。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
记心中。民警提醒，广大群众远
离危险水域，警民共同织密防溺
水安全网。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王世辉）

本报讯 8月5日，台湾海峡
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
轮继续执行巡航执法任务，与泉
州海事局“海巡 08616”“海巡
08611”两艘海巡船艇配合，先后
巡查了大陆向金门供水海底管
道水域、福厦铁路安海湾特大桥
施工水域等，重点规范船舶锚泊
秩序，检查船舶配员配置，制止

海上非法捕捞、养殖等影响通航
安全的行为，有效整治了泉州海
域的通航环境，维护良好通航秩
序。

据悉，泉州晋江于2018年8
月5日正式向金门岛供水，当日，
恰逢供水工程开通4周年，至今
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 2000 万
吨。由于供水海底管道横跨围

头湾，穿越船舶航道，周边还有
渔业养殖区和船舶锚地，“海巡
06”轮带队对海底管道所在海域
进行了巡航检查，详细查看助航
设施运行情况，对碍航物进行拆
除，禁止船舶在此抛锚。

船艇编队还巡查了正在建
设中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
桥水域以及围头湾危险品锚地，

检查航标等助航设备运行状况，
提醒周边船舶通过桥区时加强
瞭望，制止桥区水域违章航行和
抛锚等行为，清除侵占航道非法
养殖的渔排、网具。泉州海事局
执法人员登上运油船“兴龙舟
xxx”轮，对该轮进行了全面安全
检查。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朱升）

本报讯 8月3日上午，泉州市公安机关应急队
伍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跨区域拉动演练
在南安会展中心举行。

当天上午6:40，随着泉州市级指挥中心一声号
令，石狮巡特警反恐大队快速反应，按要求组织集
结警力、配备武器装备、调动运警车辆，按时顺利到
达集结地点，完成装备展示陈列和人员整队，充分
展现石狮巡特警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优良作风，受到了泉州市局观摩领导的充分肯
定。

此次演练强化号令意识和实战练兵，石狮巡特
警队伍做到能吃苦、讲奉献、守纪律、能攻坚、善作
为，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以“四个铁一
般”公安铁军的实力和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丽明 文/图）本报讯 8月1日7时3分，安

溪县官桥镇龙桥开发区鼎华搅
拌厂对面居民区，出现一条10多
公斤的大蟒蛇。当消防员赶到
现场时，它刚刚吞下了一只鸭
子，正蜷缩在鸭圈里。

安溪凤城消防救援站消防
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使用捕蛇
器，在多次试探后，成功夹住蛇
头，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编织
袋。随后，消防员联系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负责人将其带回放生。

据报警人介绍，此前附近经
常有蟒蛇出没，吃掉多只鸡鸭等
家禽。8月1日上午，他去喂家禽
时又发现了蟒蛇，急忙报警求
助。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本报讯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
逐，8月5日下午，由泉州市体育
局、泉州市教育局主办的2022年
泉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
落下帷幕，代表石狮参赛的赛乐
羽毛球训练营的20名选手夺得
两项冠军，创历史最好成绩。

其中，林明锐夺得男子乙组
第一名，施伟彬夺得男子丁组第
一名，孔晨忆夺得男子丙组第四
名，江泽平夺得男子丁组第五
名，谢沛霖夺得男子甲组第五
名。另一位永宁选手董沛琪夺
得女子丁组第四名。

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220
名羽毛球小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张虎）

石狮市妇联持续深入推进“最美庭院”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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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

扎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8月4日，深埕海防派出所在辖区人员
密集场所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标语等多种
方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以“贷款诈骗”“网络兼
职刷单”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例向辖区群众进行现场
讲解，系统阐述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作
案方式，进一步为群众答疑解惑。民警提醒广大群
众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不要轻
信先转账后办理等所有涉及银行卡相关信息的电
话、短信和链接，让群众懂得辨别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电信诈骗手段，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避免受骗。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彬漪）

深埕海防派出所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