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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26℃—32℃

阴转小雨

14日 25℃—29℃ 阴转小雨

15日 25℃—31℃ 小雨转多云

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 通讯员 陈晓岚）昨
日，南安市总工会举行第五批“南安工匠”命名颁奖
会，20名技能人才被命名“南安工匠”并获表彰。

经基层工会层层推荐、相关部门审查、市总
工会与市委人才办共同审议评定，获评“南安工
匠”称号的20位技能人才分别为：南安市工业学
校刘炎发、南安市罗东国顺木偶艺术中心黄国
顺、南安市祥兴雕刻研究所李良斗、南安大酒店
叶谋坤、南安市农业农村局检验中心黄文生、南
安市锦昌木雕艺术传承中心陈锦忠、福建省南安
职业中专学校许明聪、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陈伟滨、福建省南安市红星职业中专学校汪
澎、南安市振兴金仓刺绣传承中心刘婉娥、南安
市梅山镇视觉概念美发造型屋赵红艳、泉州市韵
盛轩陶瓷工艺有限公司陈金座、福建海丝石业有
限公司杨志雄、南安市金山锡雕艺术馆林雪妹、
南安市显智神像服饰传承中心林秋霞、南安市康
美明筑雕刻工作室傅晓艺、南安市昇发木雕艺术
传习中心叶全木、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磊、南安市伍建东砖雕艺术研究所伍建东、
福建南安华侨大酒店陈忠庆。

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 11日至12日，南安
市人大常委会就南安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
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洪顺
昌、黄景阳、王端峰、黄梓奇参加执法检查活动。

两日来，执法检查组实地走访察看了梅山光
前医院、梅山灯埔大岭养殖有限公司、建筑垃圾再
生资源利用生产项目、美林庄顶垃圾中转站、经济
开发区九牧工业园、邮政南安市区营业部、溪美天
禾绿保农资有限公司、东田镇闽发铝业等地，重点
对城乡垃圾分类制度落实情况、医疗废物和医疗
垃圾处理处置情况、危险废物处置管理情况、工业
固体废物和建筑垃圾处置情况等进行了执法检
查。同时，执法检查组还走访市法院、市检察院、市
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各部门贯彻落实《固废
法》、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工作成效。12日下
午，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南安市贯彻实施

《固废法》工作情况等相关汇报并座谈交流。
据了解，自《固废法》实施以来，南安市配套

出台了一系列涉固体废物方案文件，积极推动
《固废法》的贯彻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中，
2020年以来，全市未发生涉固体废物重大事故，
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9%以上，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年度考核工作合格率
100%；多次开展石材行业专项整治，关闭取缔“三
无”石材厂130家，立案查处35家，罚款622万余
元；有效督促沿海乡镇落实海漂垃圾治理责任，
共清理海漂垃圾3200吨，并着手组建海上环卫队
伍等。南安还率先在全省推行城乡生活垃圾环
卫一体化ppp项目，着力推进环卫保洁工作。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南安市贯彻实施
《固废法》所取得的成效。执法检查组要求，要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各司其职，依法严厉打击
违法行为，积极推进《固废法》贯彻实施；要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认识水平，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
环保意识、法治意识，营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
调，加强对固体废物处置工作的监管，推进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不断深化。

本报讯 （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郑美燕 黄园园）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
消息，今年第 18号台风“圆规”于昨日
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10 级，25 米/
秒），预计今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文昌
至三亚一带沿海登陆。

12日17时57分，南安市气象台继
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12日 17时中心位于南
海东北部海面，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偏
东方向约6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28米/秒（10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

“圆规”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
受台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2日夜间

南安市沿海最大风力 8~10 级，阵风
11~12级。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
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
力达10级以上，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
持续。

受台风“圆规”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南安市出现大风天气。据统计，11日8
时至12日8时极大风速，全市共有10个
站点达到 8级以上，以石井镇大佰岛
34.0m/s为最大。12日白天，南安市沿海
风力9~10级，阵风11~13级。12日夜间
起风力逐渐减弱，预计13—14日，南安
市沿海风力6~7级，阵风8~9级。

记者了解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高度重视，迅速部署防御第 18号台风

“圆规”工作。于10日8时启动防台风
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市应急局、气象部
门密切关注台风“圆规”发展态势，进
行实时监测，加强会商预警，第一时间
将预警信息传达到基层，要求各乡镇
（街道、开发区）和市防指各成员单位
强化值班值守，扎实做好风浪防范工
作。截至目前，全市下沉干部813人。

此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严格按
照省防指部署的时间节点，组织辖区
渔船安全有序回港避风，9 个港口码
头、2个滨海景区景点、1条沿海客渡航
运线、1个海上施工作业平台、32涉海
在建工地全部暂停施工、作业和营运，
撤离疏散人员，确保安全。

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南安市大部
分地区最高温在 29℃—32℃，最低温
在 25℃—26℃。预计 13日阴转小雨，
局部有中雨，26℃—32℃，北风3级；14
日阴转小雨，局部有中雨到大雨，最高
气温跌至 30℃以下，当天气温 25℃—
29℃，北风4级；15日小雨转多云，气温
25℃—31℃，北风2级。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大
风天气对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
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外出记得携带好
雨具。还要关注气温变化，适当增减
衣物，谨防感冒。沿海养殖设施注意
加固，防范强风和巨浪危害，沿海景区
及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睿超 黄奕群
通讯员 叶尧春 文/图） 近日，在国道
355线诗山段道路两旁，不少村民以及
路边的店面都在忙着拆除房屋前的临
时搭盖。

原 来 ，国 道 355 线 诗 山 K222 +
917～K226+417路段提升改造工程已
经开工，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改为
双向六车道，同时铺设沥青路面。

记者获悉，该路段的提升改造工
程涉及梧埔山村、红旗村、红星村、山
二村等多个村。为了推动项目进程，
连日来，诗山镇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积
极入户做好沿线群众工作，发放清障
整改通知书。“道路的扩建得到了群众
的支持，大家都积极配合，自行清理公
路两侧的临时搭盖。”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需要自行拆除临时搭盖的共有
130多户，目前都已经基本拆除完毕。

据悉，该路段路面重铺工程设计
起点位于诗山镇梧埔山村后埔格路
口，终点位于国道355线与省道312线
交叉口处，项目全长 3.5公里，路面改
造总投资3381万元。

“现在车越来越多了，一到过年或
是节假日，这条路经常会出现堵车的
情况。”家住路边的陈先生说。

记者在路边看到，该道路为水泥
混凝土路面，有不少地方出现不同程

度裂缝、断板、破碎、沉陷或错台等病
害。同时，往来的大型车较多，每当车
辆经过时，噪音相对较大。“家住在马
路边上，每天都有重型卡车客车汽车
等各种车辆经过，很吵，相信铺完沥
青，能够减少噪音。”陈先生表示。

“该路段是南安通往永春的主要
道路之一，也是诗山镇的主干道。”上
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道路建设至今

已有 20年了。而 20年前设计该道路
是按日均车流量 2000 辆次计算设计
的，但目前日均车流量已经达到1万多
辆次，已无法满足现有的交通需求。

记者获悉，该路面重铺工程将分

三段进行，第一段重修工程从埔尾桥
到潭美桥红绿灯处，第二段从潭美桥
红绿灯处到观国桥，第三段从观国桥
到梧埔山村后埔格路口。项目预计明
年1月完工。

20名技能人才

获评第五批“南安工匠”

南安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固废法》执法检查

“圆规”或今日登陆 南安将迎大风+降雨

总投资3381万元 诗山这条主干道开工了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晋升为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奖励
500万元；支持本地企业参与重大投资
类、大型基础设施、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的投资、建设……日前，南安市出台《南
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
持续发展壮大的实施意见（修订）》（以
下简称“《意见》”），多点发力助推南安
市建筑业发展壮大。

鼓励企业资质升级
最高奖励500万元

《意见》提出，对晋升资质等级的建

筑业企业，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晋升为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奖励500万元；晋
升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的奖励150万元，除以上专业晋升为
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奖励100万元；晋
升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工程设计综
合（或专业）甲级资质的奖励50万元。

支持鼓励石材企业在南安市新设
立建筑幕墙、装饰装修专业承包资质企
业，扶持消防器材生产企业申办消防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对南安市新设
立（包括晋升和外地迁入）二级建筑幕
墙、装饰装修资质、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的企业，给予奖励10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多项资质（含

增项）晋升的不重复奖励，但可按就高
原则对差额进行增补。晋升资质等级
受到奖励的企业五年内工商注册地不
予外迁，否则将收回全部奖励资金。

此外，对迁入南安市的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企业给予奖励500万元；对迁
入南安市的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
给予奖励100万元；对迁入南安市的专
业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工程勘察综合（或
专业）甲级资质企业、工程监理综合（或
专业）甲级资质企业、工程设计综合（或
专业）甲级资质企业给予奖励50万元；

企业迁入南安市后资质晋升不重复奖
励，但可按就高原则对差额进行增补。
对获得奖励的企业五年内工商注册地
不予外迁，否则将收回全部奖励金。

《意见》还提出，从2021年起，在南
安市统计平台申报建筑业产值的建筑
施工企业，年度完成产值20亿元（含）以
上的奖励10万元，在此基础上，年度完
成产值每增加10亿元，奖励金额增加10
万元；年度完成产值10亿元（含）至20亿
元（不含）的奖励5万元；年度完成产值5
亿元（含）至10亿元（不含）的奖励3万
元。最终产值以上级统计部门核实后
的反馈数据为准。 （下转2版）

南安出台实施意见 助推建筑业持续发展壮大

资质等级晋升最高奖励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苏明明） 12 日，
南安市市长张桂森带队到官桥镇调
研，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
粮食安全工作情况，协调解决存在
问题。

张桂森一行先后走访了中郡庄艺
新材料、敏捷机械、宝达陶瓷等企业，
与企业负责人就用电需求、安全生产、

产品创新等情况进行交流。
张桂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

加强形势研判，深入了解企业需求，
紧扣生产周期，分级分类优化用电方
案，并通过加大技改投入、创新生产
模式等手段，进一步节能降耗、降本
增效，做到合理、安全、有序用电；严
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排查生产空

间、极端天气等安全隐患，坚决防止
安全事故发生；加强创新思维，进一
步优化企业管理运营机制，加大引
才、育才、留才力度，持续提升产品质
量，保障企业长远发展。

张桂森一行还实地察看了金穗米
业、军用粮食库，认真了解库内粮食储
存状态。张桂森指出，粮食安全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要强
化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粮食储
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效
解决储备点周边安全隐患，严守粮食
安全底线；坚持质量为先，探索粮食产
业高端化转型路径，针对老人、儿童等
不同群体精准开发产品，做大做优做
强企业。

南安市领导到官桥镇调研

国道355线诗山K222+917～K226+417路段提升改造工程预计明年1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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