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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 通讯员 陈晓岚）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总工会获悉，在日前泉州市
总工会表彰的一批劳模工作室和工匠工作室
中，南安有5个工作室上榜。

其中，黄燕霞劳模创新工作室、李斌凤劳模
创新工作室获评“泉州市劳模创新工作室”，赖
海峰工匠工作室、林友达工匠工作室、苏清良工
匠工作室获评“泉州工匠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陈淑瑜 记者 陈亮亮）
日前，根据考核结果，南安财政兑付 2020年度
乡村医生津贴补助129.84万元，共有1042名乡
村医生获得补助。

其中，翔云、眉山、蓬华、向阳、九都等5个乡
镇40名乡村医生每人补助2400元，其余乡镇的
1002名乡村医生每人补助1200元。津贴补助经
费已拨付，并直接存入乡村医生个人银行账户。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12日，南安市组
织收听收看“泉民开讲”第三场专场宣讲，主题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打造海
丝名城、制造强市，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来自泉州市直部门的5位党员干部从泉州
产业转型、城市建设、文化惠民等方面的鲜活故
事娓娓道来，讲述了“十三五”时期，泉州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以及“十四五”期间的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

在南安分会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
看，大家表示深受感动，受益颇多。柳城街道杏
莲村村委会主任吴其忠为泉州这5年来所取得
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们杏莲村村民也是5
年巨变的受益人。”吴其忠告诉记者，特别是南
官公路改造，畅通的交通盘活了村级经济，村里
新增了十几家企业，村民们收入增加了，住上了
楼房，村容村貌也得到很大提升。

畅想未来，吴其忠表示，他们对杏莲村今后
的发展有了新的规划，“我们规划新建一栋教学
楼，补齐教育短板；综合治理九十九溪，让乡间
小河清水长流；盘活闲置的林业资源，拓宽收入
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

据悉，“泉民开讲”是由泉州市委宣传部牵
头组织实施的全市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创新项
目，“泉”代表泉州，“民”指基层干部群众；“泉
民”谐音“全民”，意指“动员全市干部群众全员
参与”。

本报讯（通讯员 何金莲 记者 陈亮亮）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财政局获悉，2020年，南安
市政府采购计划采购金额 28943.32万元，实际
采购金额 26893.67 万元，节约资金 2048.65 万
元，节约率为7.1%。

2020年，面对疫情，南安市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保障疫情期间政府采购工作稳步推进、有
序开展，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政府采购监
管力度，规范政府采购当事人行为，在促进公平
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采购效率、节约财政
资金等方面也取得良好成效。

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 11-12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洪芹带队到南安
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开展挂钩帮扶
慰问活动。泉州、南安相关领导陪同。

两日来，调研组实地走访察看了
城西（蓝溪）湿地公园、洪濑镇 2021年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洪濑镇
葵星村石寨山采石场修复治理情况、
乐峰镇印山林场坡耕地治理项目等，
详细了解不同类型的水土流失整治项
目的治理成效。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南安市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南
安市2020年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情况。

吴洪芹高度肯定南安市在水土流
失治理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她指出，

新的一年，南安市委市政府要坚定信
心，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如期完
成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既定目标任
务，以实际行动助力福建省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超越；要提高站位，强化担
当，充分认识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持之以恒开展好水土保持
工作；要分类施策，加强源头治理，以
重点项目为抓手，严防山地农业的无
序开发引起新的水土流失隐患，统筹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要加强
宣传引导，在社会上营造自觉保护水
土资源、防止水土流失的良好氛围，增
强全民水土保持的观念和意识，打好
水土保持工作这场攻坚战。同时，各
挂钩帮扶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帮扶工作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各自职能优
势，积极献计献策，共同推动南安完成
省委省政府下达的水土流失治理攻坚
行动的目标任务。

南安市委书记林荣忠表示，今年
南安将按照省、泉州市的工作部署要
求，以更高的站位、更高的要求，更坚
决的态度完成后续的水土流失治理工
作任务，实现区域水土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助推
南安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

据了解，近年来，南安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大力推进“大水保”生态治理,水
土保持工作呈现出“面积减少、强度下
降”的局面，水土流失面积从2015年的

47.79 万亩减少到 2019 年的 37.18 万
亩，水土流失率也由2015年的16.05%
下降到 2019年的 12.49%，下降了 3.56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
的水土流失率下降 2.5个百分点的目
标任务，连续2年在泉州市水土保持目
标责任考核中以综合得分最高的成绩
获评优秀等次。今年，南安计划投入
4784.3万元，重点实施 32个水土流失
专项治理项目，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29万亩，目前,项目实施方案已通过
省水利厅审查，正在修编。

其间，调研组还走访慰问洪濑镇、乐
峰镇的5户困难群众及乐峰镇湖内村委
会，察看罗东镇昌财学村、南安市女企业
家协会活动室和水头镇英良石材展馆。

本报讯（记者 陈亮亮 黄睿超）
12日，福建省南安市华龙石油有限公
司向南安市慈善总会认捐 500万元善
款，设立南安市慈善总会华龙慈善基
金；福建省恒雕装饰广告有限公司向
南安市慈善总会认捐200万元善款，设
立南安市慈善总会恒雕慈善基金，支
持南安公益事业发展。

南安市委副书记王连赞，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黄景阳，南安市慈善总
会常务副会长黄永俊等出席仪式。

仪式上，黄永俊分别与福建省南
安市华龙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芳
颜、福建省恒雕装饰广告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建忠签订《认捐善款协议书》。

王连赞向陈建忠颁发南安市慈善总会
第三届理事会永远名誉会长聘书；黄
景阳向吴芳颜颁发南安市慈善总会第
三届理事会永远荣誉会长聘书。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南安市华龙
石油有限公司位于石井镇，公司自
1996年成立以来，连续 20余年热心公
益，在南安公益事业上累计投入 1000
多万元。“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希望
通过参与慈善服务社会。”该公司党支
部书记刘丽英表示，此次南安市启动

“大爱南安 慈善有我”慈善活动，各界
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企业也希望
通过认捐善款，借助南安市慈善总会
的平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传
递爱的能量。

同样作为爱心企业的福建省恒雕
装饰广告有限公司位于溪美街道，多年
来，公司坚持参与慈善活动。“参与慈善

不分早晚，不分大小，每个人都可以通
过做好本职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社会
的能力。”该公司总经理陈建忠表示，此
次在南安市慈善总会设立慈善基金，希
望通过企业的力量，更好地回馈社会。
他说，南安有着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
自己将身体力行地传承南安华侨“爱
国、爱乡、爱业、爱俭”精神，弘扬慈善文
化，参与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
善，时时可慈善”的社会氛围，为南安各
项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据悉，2020年12月1日，南安市正
式启动“慈善一日捐”活动，一个多月
来，一笔笔善款不断汇入，截至2021年
1月11日，全市捐款已达8879万元。

又讯 12 日，“大爱南安 慈善有
我”雪峰开发区“慈善一日捐”现场认
捐举牌活动在雪峰开发区管委会举
行，南安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张纪伟

出席活动。
活动中，爱心企业家现场举牌认

捐，捐出善款达 105.6万元。其中，福
建乔东集团有限公司丁棋先生认捐善
款100万元，南安市环亚泡塑企业有限
公司林培南先生捐赠善款1.2万元，泛
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洪竞敏先生捐赠
善款1.2万元，南安市迈迪鞋业有限公
司阮丽敏女士捐赠善款1.2万元，福建
省乖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张诗杰先生
捐赠善款1万元，泉州南天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陈南保先生捐赠善款1万元。

南安市启动“大爱南安 慈善有我”
慈善活动以来，雪峰开发区积极响应、迅
速行动，持续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号
召全区爱心人士、企业家和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慈善活动，投身慈善事业。筹集
到的善款将第一时间汇入南安市慈善
总会专用账户，用于慈善事业。

本报讯 （记者 陈江涛 通讯员
林瑞勇 黄哲俄 文/图） 家中换新，老
旧破损家具怎么处理？昨日，记者从
南安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了解到，以
后市民只需拨打热线电话，老旧破损
家具将有更好的去处。

大件垃圾无法“入桶”
随意丢在路边

生活垃圾可以打包扔进垃圾桶，
但大件的老旧破损家具要淘汰，该如
何处置？

昨日下午，记者走访市区新华街、
二环路、成功街等路段，发现老旧破损
家具因为“体量”巨大，无法“垃圾入
桶”而直接被堆放在路边。

在二环路红绿灯附近，记者看到一
套破旧的桌子和柜子被随意地堆放在
路边，而它们旁边就是绿色的大垃圾桶，
桌子和柜子的体积明显比垃圾桶大。

而在成功街帽山段，路边一些木
床、桌子、藤椅等老旧家具，更是被直
接堆放在绿化带上。

据悉，这些老旧家具有的已经堆
放了几个小时，有的甚至堆放了一整
天。破损的老旧家具，与平整干净的
马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直接丢在路边，实在影响城
市的美观，我要是看见一定会制止这
种行为。”在二环路开餐馆的陈先生，
对于眼前看到的景象显得有些气愤。

不定时不定点堆放
让大件垃圾清运处于被动

对于大件的老旧破损家具的处
置，陈先生的邻居给出了一种方案。

邻居几个月前搬家，家里淘汰了
不少老旧破损家具，不仅得费力搬下
楼，更头疼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于
是他找了搬家公司，搬运、清理一并

“打包”，家里的老旧破损家具及垃圾
整整清出2大车，一共花了300元的搬
运清理费，省心又省力。

大量老旧破损家具可以找搬运公
司“打包”处理，可在记者走访中，发现
这些老旧破损家具都是被少量零散地
丢弃，达不到整体“打包”的量。

记者在市区甘山路看到，居民房
附近的垃圾池只放着 1张长藤椅和 1
张床垫，其他生活垃圾则基本被清理
干净。

福建省南安市盈峰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的工作人

员赵立平告诉记者，这些老旧破损家
具零散又不定时、不定点地丢弃，给保
洁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赵立平介绍，“单兵作战”的保洁
人员，很多时候无法凭借一人之力搬
动这些家具，且日常的小型保洁三轮
车根本无法承载这些老旧破损家具。

对于这种情况，保洁公司只能在
发现有老旧家具被随意堆放后，才安
排大型车辆和人员到场清运，对于被
随意丢弃的老旧破损家具的处置，只
能打“被动战”。

一通电话化被动为主动
保洁员上门回收

为解决老旧破损家具等大件垃圾乱

丢、乱倒、乱烧等随意处置的现象，维
护城市卫生环境。南安市城市管理局
环卫处主动出击，与中联公司一起梳
理大件垃圾收集处置流程，依托南安
市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项目收集网

络，让大件垃圾收集处置“有的放矢”。
记者了解到，群众只要拨打大件

垃 圾 收 集 处 置 便 民 服 务 热 线
17750731356，与接线员约定大件垃圾
清运的时间、地点、数量、搬运方式
等。接线员会将这些内容一一记录，
再派单给相应乡镇的清运负责人，负
责人将根据时间、路线等情况安排上
门清运，化被动为主动。

收集而来的大件垃圾将被合理分
类，可利用的回收利用，没有回收价值
的其他垃圾将被无害化处理。

南安市组织收听收看

“泉民开讲”第三场专场宣讲

南安5个工作室获评泉州级荣誉

南安1042名合格乡村医生

获津贴补助129.84万元

2020年南安政府采购资金

节约2048.65万元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南安调研

大爱南安 慈善有我

昨日华龙石油认捐500万元、恒雕装饰认捐200万元、乔东集团认捐100万元……

全市“慈善一日捐”善款已达8879万元

大件淘汰家具如何处置？打这个电话，保洁员上门回收

在
成
功
街
帽
山
段
，老
旧
家
具
被
随
意
堆
放
在
绿
化
带
旁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今日
6℃-17℃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