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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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欢喜喜迎新春 浓浓深情送温暖

本报讯 1月19日上午，石
狮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石狮市发
改局、石狮市商务局，随机抽查
湖滨综合市场、德辉商超、泰禾
永辉超市以及两家药品零售企
业，开展民生商品、涉疫药品、
医疗用品市场价格检查，确保
价格平稳有序，让人民群众安
心消费过春节。

在农贸市场和商超，执法
人员聚焦粮油、蔬菜、肉禽、蛋
奶等重要农副产品及节日期间
的热销商品，检查经营者是否
做好明码标价，开展促销活动
时是否真实准确标注活动信
息，是否存在虚构原价、虚假优
惠折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在药
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药店在

售的退热、止咳、抗病毒、治感
冒等“四类药品”以及抗原检测
试剂等防疫用品是否存在价格
违法行为，要求经营者不得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
抬价格，不得通过强制搭售其
他商品，变相大幅度提高防疫
用品价格，不得相互串通，操纵
市场价格。

记者获悉，为增强相关经
营者在节日期间的价格自律，
石狮市市场监管局、石狮市发

改局近日联合印发了《规范节
日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

向全市各有关经营者开展提醒
告诫和政策宣传，引导经营者

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规范价
格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从本次检查情况上看，辖
区内涉疫物资市场较为平稳，
供应较为充足。市场监管部门
也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
对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予以监
督，若发现涉嫌存在价格违法
行为，请保存好购物小票，付款
记录等证据资料，通过“12315”
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石狮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将在节日期间加
强值班值守力度，畅通投诉举报
途径，对价格投诉举报将积极应
对、高效办理、妥善处置，及时化
解纠纷矛盾，切实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梁文俊 孙金棍）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份，市
创城办持续开展常态化创建和
城乡人居环境督查考评，发现各
类问题3169个，涉及94个责任单
位 ，已 整 改 3018 个 ，整 改 率
95.24%。其中，随机考评村居、
道路、海岸带、遗产点等 87 个区
域；泉州市考评中心随机考评我
市村居、道路、海岸带等 26 个区
域，我市综合成绩90.62分，月排
名第三位。

督查考评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月活动计划表
未及时更新，开展活动不经常；公

益广告、宣传横幅破损未及时清
理、更换；主要街道市容整治效果
较差，存在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
搭乱设，道路两侧绿化带内积存垃
圾等情况；部分村居周边环境面貌
依然较差，公共设施损坏、公厕设
施破损未及时维修，公园绿化带内
零星垃圾较多。

市创城办要求，希望各单位
在春节前后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明实践活动，并结合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大力开展市容环境大
整治行动，及时清运积存垃圾，清
理卫生死角，保障整洁有序的城
乡人居环境，营造文明和谐的节
庆氛围。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曙光）

创城督查考评在行动

2022年12月份

创城督查考评成绩公布

十二月石狮市人居环境督查考评成绩排名

月综合排名

市区镇办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人居环境市区镇办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单位

湖滨街道

宝盖镇

凤里街道

灵秀镇

单位

湖滨街道

凤里街道

宝盖镇

灵秀镇

沿海五镇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次月必检

玉湖社区

东村社区

上浦村

前廊村

单位

锦尚镇

永宁镇

鸿山镇

蚶江镇

祥芝镇
人居环境沿海五镇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月市容市貌排名

市区镇办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单位

锦尚镇

永宁镇

鸿山镇

蚶江镇

祥芝镇

单位

湖滨街道

宝盖镇

灵秀镇

凤里街道

次月必检

谢厝村

西偏村

西墩村

石壁村

祥农村

沿海五镇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海岸带考评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单位

锦尚镇

永宁镇

祥芝镇

鸿山镇

蚶江镇

单位

鸿山镇

蚶江镇

祥芝镇

永宁镇

锦尚镇

本报讯 为关心贫困残疾人口、助力脱贫事业、
主动发挥爱国爱乡担当，1月18日，石狮市留学人
员联谊会（以下简称“石狮留联”）开展新春慰问走
进东园主题活动。鸿山镇主要领导、石狮留联创会
会长姚道锡及东园村“两委”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悉，新春入村慰问活动是石狮留联的常态化
公益行动，通过入户走访活动，切实将温暖与关怀
送到困难家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
难。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海归干事创业、无私
奉献的激情，积极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庄凤琼）

石狮留联
走进东园村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 春节假期天气如何？
1月19日，记者从石狮气象局了解
到，预计春节假期我市天气前阴雨
后多云，降水偏少，气温起伏较
大。21—23日（大年三十至正月
初二）有弱降水过程，能见度较
低。24—27日以多云天气为主。

正月初二起有强冷空气影响
我市，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
过程降温幅度7—9℃，过程最低
气温出现在 25 日夜晨，可达 6—
7℃。20日、23—25日与27日沿海
将出现8级左右东北大风，其中24
日短时阵风可达9—10级。本报
提醒市民，春节假期冷空气影响期
间，夜晨气温较低，市民出行要注
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具体天气预报：
20 日，晴到多云，气温 11—

17℃，沿海东北风6—7级，阵风8

级；
21日（除夕），多云转阴，气温

12—17℃，沿海东北风4—5级，阵
风6—7级；

22日（初一），阴有阵雨，气温
14—21℃，沿海偏南风 3—4 级转
东北风4—5级，阵风6级；

23日（初二），小雨转阴，气温
11—16℃，沿海东北风4—5级，阵
风6—7级转8—9级；

24日（初三），多云，气温7—
13℃，沿海东北风 6—7 级，阵风
8—10级；

25日（初四），晴间多云，气温
8—11℃，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8级；

26日（初五），多云，气温10—
16℃，沿海东北风4—5级，阵风6级；

27日（初六），多云到阴，气温
11—17℃，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8级。

春节假期我市前阴雨后多云
正月初四最冷6—7℃

本报讯 近段时间，石狮公安
组织开展“禁炮”统一行动，努力营
造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行动的浓厚氛围，为广大市
民创造更加干净、整洁、安全、环保
的城市环境。

据悉，石狮公安通过调动基
层群防群治组织张贴《石狮市人
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通告》到禁炮区各个角落，对违法
违规燃放人员给予劝导。行动以
来，共张贴宣传通告500余份，发
放宣传材料5000余份，酒店旅馆
业、商场等 LED 滚动宣传 500 余
次。同时，公安机关还全面开展
重要节点烟花爆竹专项整治，着
重专题部署，注重所队联动，把日
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结合起来，大
力查处打击非法运输储存销售烟
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记者获
悉，石狮市公安局将继续在“除
夕”“天公生”“元宵”等3个重点
时段组织开展“禁炮”统一行动，

加大巡查力度，严查非法储存、买
卖烟花爆竹行为。值得提醒的
是，我市“禁炮”区域为：（一）自北
环路与福辉路交叉路口起→福辉
路→福辉路与香江路十字路口→
香江路→香江路、港口大道与学
府路交叉路口→学府路→学府
路、东港路与峡谷路交叉路口→
峡谷路→峡谷路 、石永二路与
327 县道交叉路口→327 县道→
327 县道与 326 县道交叉路口→
326 县道→南环路（含南侧石狮
辖区）→南环路与石金路交叉路
口→石金路→石金路与同兴路
交叉路口→同兴路→同兴路与
外西环路交叉路口→外西环路
→外西环路与狮城大道交叉路
口→狮城大道→狮城大道、八七
路与西环路交叉路口→西环路
→北环路→北环路与福辉路交
叉路口为止，覆盖的封闭性区
域。（二）世茂摩天城片区。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林春城）

石狮公安“禁炮”进行时
这些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1月19日，石狮市

税务局组织开展“共话二十大
狮税贺新春”灯谜会，以此深化
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该活动旨在继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
统节日文化内涵，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共筑石狮
税务家文化，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迎接农历新春的到来。
走进活动现场，浓浓的节日氛
围扑面而来。活动室挂满了五
颜六色的灯谜，从党的二十大
热词到税收词语，谜面内容十

分丰富，引得大家驻足观看，现
场笑声与掌声不断，大家或三
五成群一起商量，或聚精会神
冥思苦想，奇思妙想处碰撞出
满满欢愉，言笑晏晏间绵延出
深深情谊。

活动中，税务干部还围绕

春节的来历、春节传统习俗、春
节诗词、税收法律知识及政策
等内容进行了宣讲。整个活动
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党史事件、税收
知识、传统文化等相关内容。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既让干部

职工体会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的内涵和魅力，又丰富了干部
文化娱乐生活，营造了欢乐、喜
庆、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为
构筑石狮税务家文化积蓄了更
多向上向前的力量。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宇程）

“共话二十大 狮税贺新春”猜灯谜活动举行

本报讯 春节临近，我市一
些生产年货相关产品的食品加
工企业，迎来订单高峰期。1
月16日下午，记者在石狮市佳
佳乐食品加工厂看到，伴随着

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工人们按
部就班开展生产，整个生产车
间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据该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平时每
天的产量4吨左右，最近一周

每天的订单都超过8吨。除了
厂里的机器设备满负荷运转之
外，还临时召集了一批工人，确
保按时完成订单任务。

（王国良 郭雅霞）

本报讯 为做好春节期间
物资保供稳价和安全生产工作
的落实、落细，确保全市商贸流
通行业安全生产稳定向好、市
场保供充足，1月19日，市商务
局赴狮城国际广场、女装网批
市场和中石化后花加油站等商
贸流通企业，开展节前物资保
供和安全生产检查。

在农贸市场、超市等场
所，商务局人员一一走访了粮
油、蔬果、肉类售卖区，仔细
询问货源组织、经营销售等
情况，深入了解稳价保供、食
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
商务局要求企业全力做好节
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把好供应关、销售关、安全

关，确保节日期间市场货物
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
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
心。

在加油站、电商园区，市
商务局一行人详细询问了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安
全隐患自查自纠、各类应急处
置预案、加油操作管理、消防

器材配置等情况。对存在问
题的地方责令立即整改，要求
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
保节日市场安全繁荣稳定。

连日来，市商务局也要求
各商超、农贸市场、非星级酒
店、电商园区、家政服务企业以
及加油站加强节前的安全生产

工作，组织对人员密集场所的
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进行排查，
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落实好消控室人员的值
班值守和每日巡查巡防工作，
切忌动火高温作业，对电梯、扶
梯设备要逐一过细，确保万无
一失。

（记者 庄玲娥）

做好物资保供工作 确保商贸流通行业稳定

本报讯 1月19日下午，石狮市总医院领导和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领导带领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及
工会委员，对医院临床、保健、医技、行政等相关科
室，包括发热门诊、核酸采集点等重点岗位进行慰
问，为全院职工送去了医院的真切关怀和温暖。

石狮市总医院党委书记孙飞轮代表总医院党
委对石狮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并详细询问了医院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春节值班安
排，特别是医疗救治情况，对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向春节坚守一线的医务人员表示衷
心感谢，感谢一线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强烈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医疗工作中，同时也希
望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保重身体，勉励值班人员在
春节期间确保医疗和院区安全。之后，孙飞轮一行
来到医院相关科室，对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进行
走访慰问。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
年，妇幼保健院将继续围绕医院的发展，全心全意
为职工服务，广泛开展送温暖活动，更好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工会组织的关
爱落到实处，让职工感受到关心和温暖。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王鹏作）

新春佳节送温暖
真情关怀暖人心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春送岗位”慰
问活动

守牢价格底线 全力稳价护航春节消费

节前订单翻倍 企业加紧赶工

本报讯 新春慰问暖人心，真
情关怀传心意。1月18日，石狮市
布料同业公会联合凤里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等部门开展2023年“迎
新春·送温暖”活动。这期间，该布
料同业公会携手会员企业为凤里
辖区的低保户、困难户、孤儿和特
困党员等分发春联和慰问金，以实
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据悉，“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自 2006 年起，已连续开展了 17
年。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充分发
挥行业团体的作用，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为弱势群体献爱心送温暖，
参与该项活动多年，受到社会各界
一致好评。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林荣庚）

警营新春送祝福
本报讯 1月18日上午，春节临近，石狮市公安

局湖滨派出所举办“新春送祝福，把爱带回家”关爱
外来流动人员活动。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用行书、楷书等
多种书法形式为前来窗口办理户政业务的外来流
动人员书写新春对联，表达兔年辞旧迎新的美好愿
景。“平安喜乐，满满的过年喜庆感。”湖滨辖区的小
女孩向记者展示一幅“福”字，她的脸上洋溢着笑
容。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李雅雯）

石狮布料同业公会携会员企业送温暖

（上接一版）黄春辉要求，强化
基层基础，推动全面进步。严密党
的组织体系，实施建强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行动计划，把组织的力量
延伸到各个领域。抓好党员队伍
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发展党员
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
党员的管理，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
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
性。落实基层党建制度，抓好地方
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以及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的落
实，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深化党支部“达标创星”活动，
不断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水平。

黄春辉强调，要强化党建
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党建引
领共同富裕，充分调动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的力量，围绕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区，进一步畅通“共建”渠道，
提升“共享”水平，创造“共富”机
遇。要党建引领项目攻坚，发扬

“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把党
组织建在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等项目一线上，在“5510”项
目奋战年、“五在石狮”等行动上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突出使用在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一
线中扛硬活、打硬仗、一贯表现好
的干部，激励干部比学赶超促发
展。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深
化近邻党建工作，持续推进“党
建+”邻里中心建设，全域提升基层
服务品质治理能级。

（记者 许小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