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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推动全市村级组织擂台大比拼
11 月 10 日，石狮在泉州 （社区）要围绕乡村振兴20字总
率先完成 128 个村（社区）
“两
要求，
聚焦
“发展大事”
“关键小
委”换届选举。为引导新一届
事”
“治理难事”
和群众
“急难愁
村级班子“上任即开跑”，凝心
盼”
的事，
并主要围绕建强新班
聚力干出新成绩，11 月 14 日， 子、展现新气象、为民办实事、
石狮市委、市政府出台“新班
聚力促振兴四方面内容，每月
子 新气象 办实事 促振兴” 至少生成一个
“办实事”
项目。
擂台大比拼活动方案，引导新
为激励各村（社区）真抓实
班子高效履职、担当作为，推
干、
比学赶超，
石狮将每月汇总
动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各村办实事情况，每季度按照
方案明确，全市 128 个村
产业发展类、机制创新类和民

生服务类三个类别评选出 10
个优质项目，分别给予 20 万
元、
10 万元和 6 万元奖励金，
作
为各村日常工作经费。同时，
每年度还将对季度评选出的
项目“回头看”，组织拉练竞
赛，评出两类年度十佳项目，
分别给予 10 万元激励金。此
外，强化政治激励，对活动中
涌现出的先进个人、
“战斗力”
强的村级组织班子，在评先评

优上予以优先考虑、
优先推荐。
“力争每月至少谋划 100
件实事好事、每季度拿出 100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每年度评
选 10 个产业振兴类项目、
10 个
党建或精神文明类项目，予以
叠加奖励。通过‘双百双十’，
引导各村级组织动起来、干实
事、
出成绩，
推动石狮乡村振兴
不断走向深入。
”
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 康清辉）

图说 家乡

石狮全面开展
“门前三包”
工作

近日，石狮市创城指挥部印发出台《石
狮全面落实“门前三包”工作方案》。根据
方案，从现在起，全市临街两侧机关、企事
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等责任单位，须对门前
责任地段秩序、卫生、设施三方面包干负
责。
（记者 吴汉松）

石狮预包装食品
出口超五亿元

近日，石狮市商务局再传捷报：石狮市
场采购贸易叠加预包装食品出口试点累计
实现出口 5.14 亿元！成绩亮眼，表现突出，
尤其在今年累计实现出口 3.91 亿元，同比
增长 802.91%，再次展现了石狮外贸新业态
的澎湃活力。
（记者 庄玲娥 李荣鑫）

湖滨金曾片区
改造建设指挥部揭牌

11 月 18 日，石狮市公安局长福街面警
务站投入使用，这也是石狮市首个智慧街
面警务站。新运行的警务站主要承担街面
防控、
视频巡控、
接警处警、
服务群众、
法治
宣传等任务。
（记者 杨德华 郭雅霞）
当璀璨的霓虹遇上绚烂的晚霞，夜石狮的美丽升级了。这是近日记者以
市人民广场为中心航拍的城市夜色:华灯初上、霞光为幕，可谓一路霓虹如诗、
满城繁华似歌。
（记者 康清辉 李荣鑫）

【新闻短波】

11 月 11 日，来自福州市长乐区的蒋女
士与来自湖北省蕲春县的陈先生结束四年
的爱情长跑，在石狮婚姻登记窗口办理结
婚登记。这是石狮市办理“全省通办”婚姻
登记的首对新人。
（记者 林富榕）

在祥鸿大道边，和莲江学校仅隔着一条莲坂路，由国投集团土地开发公司
建设的祥芝第二中心幼儿园，已经完成既定的工程量，蓝白风格的清新立面形
象一览无遗。祥芝二幼由 4 栋教学综合楼组成，按 12 个教学班配备，建成后可
新增约 360 个学位。
（记者 康清辉 李荣鑫）

11 月 18 日，湖滨街道举行金曾片区
改造建设指挥部揭牌仪式，并迅速召开征
迁动员大会暨业务培训会议。会上，各成
建制动迁组组长抽签确定责任网格；成建
制单位代表、
湖滨街道代表均作了坚决有
力、士气满满的表态发言；指挥长李斌为
“5510”
项目竞赛党员突击队授旗。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石龙路（南环路—同兴路）改造提升工
程全面动工，主要包括道路“白改黑”、
管道
修复、
交通标志标线完善、
绿化和临时设施
改造等。工程将在明年 6 月份之前完工。
（记者 康清辉 李荣鑫）

●日前，石狮市教育、
发改、
财政、
自然
资源和住建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推进
石狮城镇住宅小区（含商品住宅、
保障性住
房、安置住房小区）与配套幼儿园“同步规
划、
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
同步交
付使用”
。
（记者 康清辉）

●日前，最高检、
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
持体系示范建设的通知》，石狮市检察院、
共青团石狮市委携手共建的未成年人保护
联盟入选“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
持体系示范建设单位”
。 （记者 郑秋玉）

●日前，福建省评选出 12 个优质外贸
码头泊位，由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经营的石湖作业区 0—4 号泊位被评
为优质外贸码头泊位，将获得 100 万元奖
励。
（记者 李荣鑫）

●记者从石狮市档案馆、市委史志研
究室获悉，在日前举行的泉州市“乡村记忆
文化”项目建设总结会上，我市东埔村、石
渔村、卢厝村、郭坑村、古浮村等 5 个村获
评泉州市
“乡村记忆文化”
示范村。
（记者 许小雄）

●日前，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
2021 年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泉州市 34 家企业上榜。来自我市的石狮市
汇星机械有限公司、石狮市青灿兴五金工
艺品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记者 周进文）

历经一年时间改造，目前新华路骑楼进入扫尾阶段，已
完成夜景灯光安装，房屋主体结构提升、骑楼走廊修旧如旧，
外立面改造也接近尾声。
（记者 王秀婷 颜华杰）

11 月 19 日，2021 年“庆丰收感党恩·助力乡村振兴”农民
丰收节暨泉州乡村好货展在石狮市泰禾广场举办，70 多家农
产品、
伴手礼等企业参加活动。
（记者 林富榕 李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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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石狮市统计局《2021 年 9 月石狮统
计月报》，
今年前三季度，
石狮市纺织服装业
产 值 累 计 达 633.53 亿 元 。 其 中 ，纺 织 业
215.26 亿 元 ，增 长 35.4% ，纺 织 服 装 业
361.5929 亿元，增长 9.7%，皮革羽绒及其制
品56.6731亿元，
呈下降趋势。
（记者 杨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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