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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创文明城 迎省运会

连日来,面对高温天气，市公路部门养
护工人不畏酷暑,坚持奋战在养护一线。

在 104 国道飞鸾段，一群身穿橙黄色工
作服的养护工人在路面上忙碌着，穿梭于车
流当中。虽然地表温度不断增高，养护工人
养护热情始终没有减退，不到半天时间完成
近3公里的任务。

在 S302 线 K65+600m 处，周宁公路分局
七步道班养护工人忙碌地对混凝土路面沉
陷处进行修补、调平，目前已完成路面修复
200平方米。

这只是高温下养路工的缩影。据了解，
近期以来在 1528 公里专养公路上，全市 56
个班站共计 373 名养护职工，冒着酷暑奋战
在生产一线。由于长期在高温下工作，他们
的工作服都是长裤长袖，鞋子也是胶底鞋，
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但他们仍然坚守在养护一线上，确保了全市
专养公路安全畅通。

为了保障养路工人户外作业安全，市公

路局采取多项措施防暑降温。一是合理调
整作业时间。根据养护生产任务，采取错时
上班、轮替换班等工作方式，有效避免高温
时段户外作业，防止发生人员中暑；二是安
排专职安全人员对一线职工进行防暑降温、
高温期间施工作业、劳动工作安全等教育，
增强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三是加强养护机械设备检查，通过更新
灭火器、严禁机械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要
求机械操作人员应在作业前、作业后对机械
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良好运行；四是严
格落实监管职责，采用针对高温天气的施工
工艺，特别是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确保
无安全质量事故发生。

挥洒一份汗水，留下一份安全。宁德公
路养护工人们坚守岗位，奋战高温，默默无
闻地忙碌在道路上，为闽东公路增添一份平
坦、安全和畅通。

□ 沈春文 蔡雅珊

高温下的养路工

高温天气下作业的养路工人高温天气下作业的养路工人
8 月 15 日上午，在福安 110 千伏秀峰变

电站内，国网福安市供电公司运检部变电检
修班施工人员冒着高温对变电站内 35 千伏
秀上Ⅰ线 635 开关进行整体更换，以此保证
电网的稳定运行。

据了解，根据变电站运行记录，35千伏秀
上Ⅰ线 635 开关在 6 月、7 月分别出现一次拒
跳，若未及时消除缺陷，在线路出现故障时，
极有可能引起上一级开关跳闸，加大停电范
围，从而引起大面积停电事故。发现隐患后，

变电检修班人员立即联系厂家技术人员到现
场进行检测，初步判断该开关本体内的机械
机构存在缺陷，无法进行外部维修，只能整体
更换。

为了保证施工期间福安电网的稳定运
行，运维人员首先对该开关负荷进行转移，然
后根据天气情况进行施工安排。8月4日上午
11时，抢修人员首先对开关整体进行拆除、吊
离。随后对开关的水泥基础进行改造。15日
上午，开关水泥基础完成，新开关在吊车的吊
臂下缓缓移动，准确吊装至预留的施工孔
位。吊装完成后，福安公司变电检修班将立
即进行开关线路的连接，确保开关尽早投入
使用，助力福安电网稳定“渡夏”。 □ 梁荣

国网福安市供电公司：

检修电网问题 确保稳定“渡夏”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 文/图）8 月 15
日下午，记者在蕉城区莲峰路看到，由一
幅幅公益宣传画组成的文化长廊，俨然成
为这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吸引了过往行
人驻足欣赏。

莲峰路共有 2 条文化长廊，分别为鹤
峰社区文化长廊和继光社区文化长廊。
鹤峰社区文化长廊长 31 米，划分为 17 个
版块，内容涉及“讲文明、树新风、讲道德、
重礼仪、懂礼貌”等市民文明公约。继光
社区文化长廊长65米，以“弘扬中华美德，
传承良好家风”为主题，划分为13个板块。

“文化长廊不仅美化了环境，更给社
区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广大居民在潜移默
化中融入到创城之中。”鹤峰社区居民委
员会主任付建珠告诉记者，目前，该社区
正在对继光花苑贝乾路围墙进行文化墙
建设，预计8月底完工。

据了解，自创城以来，蕉北街道在市、
区两级共建单位的支持下，充分利用社区
墙壁资源，对原来乱写乱画、粘贴小广告、
墙体裸露等影响市容市貌的破旧围墙进

行改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
树新风、家风家训、传统文化等内容精心

绘制成一面面图文并茂的文化墙，传递着
文明正能量。

“除了充分利用‘墙’文化助推创城深
入开展外，我们还加强了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提升社区内涵。目前，该辖
区 8 个社区都已建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了新去处。”蕉北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石贤益介绍道。

在继光社区，记者看到，300多平方米
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里，图书阅览室、乒
乓球室、健身房及未成年人活动室等文化
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外，社区还充
分利用一到四楼的楼梯墙体，设计制作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形成具有观
赏性的楼梯文化。

“中心将为辖区居民提供报刊阅读、
图书外借、娱乐健身等公益文化服务。”继
光社区党支部书记林品顺表示，将通过开
展各项文化活动，把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
造成一个具有社区特色的创城文化宣传
阵地。鹤峰社区文化长廊

“创城”让社区更有内涵
本报讯（记者 郑舒）昨日，记者从市医保局了

解到，我市实行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政策已经 1
个多月。截至目前，该政策已经惠及我市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8581人次，补助金额111余万元。

据了解，根据《福建省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方
案》，我市自 7 月 1 日起面向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组织实施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截至8月7日，全
市共计完成 131277 人的医保信息系统身份标识，为
顺利开展医疗叠加保险打下基础。截至8月8日，我
市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得到第一道补助 3780 人
次，补助金额 692044 元；患有 13种重大疾病患者得
到第二道补助 4801人次，补助金额426020元。

医疗和保险叠加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减轻建档
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有效缓解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促进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稳定脱贫。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高
心如）昨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根
据省人社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水
利厅、铁办《关于切实保障工程建设领
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我市
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
铁办五部门，将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
监管责任，联防联治，切实保障工程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现到
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

该《通知》中指出，将加大对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的监管力度。对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行为开展信用等级评价，
同时通报相关部门，凡因拖欠工资被
人社部门评价为工资支付行为严重失
信的用人单位，自评价后 3 年内，住
建、交通、水利、铁办部门将其纳入行
业主管部门信用评价体系，按规定予
以扣分或降级，在招投标、资质审核、
市场准入等方面予以限制。对政府投
资项目，应将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
资写入招标文件。住建、交通、水利、
铁办部门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建
设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
及挂靠等违法行为。对拖欠工资导致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不得批
准其新项目开工建设。

按照《通知》，五部门将对本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建、在建的各类建设项
目建立项目工程台账，直接报送人社
部门，同时督促总承包企业开展“无
欠薪项目部”创建工作，落实农民工
用工实名制管理，实行农民工工资和
工程款分账管理，推行银行代发工
资。还要求总承包企业要把农民工
名册、劳动合同书、考勤记录、工资支
付凭证等，在建设项目完工后至少保
存 3 年备查。

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人社局将
履行相关法律赋予查处克扣拖欠劳动
者工资问题的职责，对农民工举报投
诉的克扣拖欠工资问题快速立案，及
时向责任企业送达执行文书，同时以
书面形式将案件转送住建、交通、水
利、铁办等部门处置。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每年的 4 月至 9 月是手
足口病的高发季节，特别对于 5 岁以下的儿童传染
率较高，那么是否有相关疫苗接种防疫呢？8 月 12
日，记者从我市疾控部门了解到，EV71 型手足口病
疫苗已上市，该疫苗为二类疫苗，可在我市各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自费接种，是目前唯
一可用于预防手足口病的疫苗。另外，在福安、霞浦
等部分县（市、区）疾控中心也可接种。

据了解，目前可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 20
多种，其中肠道病毒 71 型（EV71）和柯萨奇 A16

（CA16）为我国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作为全球首
个 EV71 疫苗，正式投入市场使用后，可有效降低
EV71 引起的包括手足口病、无菌性脑膜炎、脑干脑
炎和脊髓灰质炎样的麻痹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发
病，尤其是减少手足口病的重症和死亡病例。

蕉城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卓水生介绍，
EV71 疫苗接种对象为≥6 月龄易感儿童，越早接种
越好；鼓励在 12 月龄前完成接种程序，以便尽早发
挥保护作用。同时，由于感染者主要为 5 岁以下儿
童且 2 岁最多，所以对于 5 岁以上儿童，不推荐接
种 EV71 疫苗。

同时他建议，该疫苗与其他疫苗不要同时接种，
对该疫苗中的任何物质过敏者，发热、急性疾病期患
者，严重慢性疾病、过敏体质者（如对蛋白质过敏），
禁用手足口病疫苗。此外，手足口病疫苗的不良反
应症状为偶有发热，更少见一些轻微的反应，如局部
疼痛、肿胀等，一般均可自行缓解。“孩子要在健康无
疾病状态下才可接种。目前疫苗有三个厂家生产，
具体适用儿童和接种情况要详细咨询接种单位。”卓
水生说。

闽东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李慧介绍，手
足口病属于肠道疾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患儿的粪
便、疱疹液等，以及被污染的毛巾、手绢、牙杯、玩具、
餐具等而感染。成人由于自身免疫功能较好，虽不
易得病，但孕妇或者体质较弱者就可能感染，同时，
成人也会传播病毒，也应注意避免传染给孩子。

本报讯（缪星 陈丹丹）昨日，记者从市食药监
局获悉，该局重点针对“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
及食品药品经营户无证经营等“疑难杂症”，开展常
态化治理，不断提升食品药品经营户持证率，规范食
药市场秩序。目前，东侨经济开发区持证率已达
88.8%，食品药品经营户店容店貌、食品药品质量管
理等方面均有明显提升。

同时，该局以“食品药品安全人人参与、文明创
建成果人人共享”为主题，将创城工作植入食品药品
安全宣传中，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开展
各类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活动、讲座，营造浓厚的“食
药创城”氛围。

我 市 已 有 8581 人 次
受益于医疗叠加保险政策

东侨食品经营户持证率达88.8%

EV71 型 手 足 口 病 疫 苗 可 在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接种

我市五部门联手保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为保障夏季夜市小餐馆食品安全，近日，市食药监局联合东侨城市执法局、环保局，对大排档、火锅、烧烤店等30家夜市
小餐馆进行突击检查。此次检查共责令整改6家小餐馆，扣押一批无中文标签啤酒及葡萄酒，3家小餐馆被立案调查。

缪星 陈丹丹 摄

本报讯（李巧鸿 陈琳）“感谢你们的
关心和帮助，这个假肢对我的帮助太大
了，靠着它，我可以像同龄人一样，走出屋
子看看外面的世界了。”8月 14日, 在霞浦
松港街道章家洞村刘坪洋自然村，20岁的
陈小杰戴上假肢说道。

陈小杰，一家四口，父亲患有三级
听力残疾，腰间盘突出等疾病，干不了
体力活，妹妹年仅 4 岁，一家人的生活，
主要靠妈妈打零工维持生计。2015 年
11 月，正在职业中专上学的陈小杰发现
自己左腿肿胀、疼痛不已，夜不能寐。
经过医院详细检查，医生告诉他患了骨
癌，这对原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个晴天霹雳。
2016 年 2 月，经过化疗，陈小杰的病

情稍有好转，但噩梦再次降临。2016 年
11 月，陈小杰被查出骨癌复发，需要马上
截肢，一家人的希望再次崩塌了。2017年
1 月，陈小杰做了截肢手术。“整个左腿都
没了，前后共花费 23 万元，钱大多数是向
亲朋好友借来的，现如今已是负债累累，
无力再支付其他医疗费用，更别提安装假
肢了。”陈小杰的母亲说道。

章家洞村干部了解到陈小杰一家的
情况后，积极向街道、残联反映情况，松港
街道残联办负责人吴云琴了解到有购买
辅助仪器可报销的政策后，第一时间邀请

专业技术人员为陈小杰取模做假肢，目
前，陈小杰已安装上假肢行走。“购买安装
假肢所需的费用由街道残联向县残联申
请100%报销。”吴云琴说道。

据了解，此次购买辅助仪器可报销
活动从今年 7 月份开始，其中购买辅助仪
器的低保户、一户多残户、精准扶贫户可
按购买金额给予报销；残疾人一般户、五
保户可按购买金额的 80%给予报销。截
止目前，松港街道残联共为 13 名残疾人
办理了可报销购买辅助仪器，从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这些残疾人的出行和生活起
居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

霞浦松港街道扶贫助残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