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一早，市执法局渣土车专项整
治组工作人员来到东侨开发区的几所小学
和几个施工工地，查看路面上是否存在“滴
洒漏”现象，这已经是渣土车专项整治组第
26个连续工作日。

为着力解决施工工地扬尘影响周边校
园及市容环境等问题，保持干净整洁的城市
道路，根据市委、市政府及市环保委的要求，
市执法局安排渣土车专项整治组自 8 月 15
日起连续开展为期两个月渣土运输路面巡
查工作，对道路建设、取土点、建筑工地、校
园周边的车辆运输过程中存在的渣土“滴洒
漏”等问题采取劝导、提示、扣压处罚等措

施，取得良好成效。
连日来，渣土车专项整治组分别对金溪

路、金马路、新能源、金漳路、宁德动车站、福
宁路、中铝、西坡公园等地进行了巡查整
治。由于各大、中、小学已经开学，为确保学
生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渣土车专项整
治组还专门巡查了华侨小学、师范学院附属
小学等学校周边环境，对不符合要求的学校
周边扬尘大、弃土多的工地提出了先期整改
要求。

截至9月11日，渣土车专项整治组共出
动执法车辆141台次，执法人员335人次，查
处渣土车超载、改装、“滴洒漏”等违法行为

72起，教育劝导工地业主、施工企业负责人、
渣土车、搅拌车、装载车、拖拉机等违规作业
574人次，查处投诉件4起，路面扬尘污染得
到遏制，确保了轻微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有
效实施。 □ 冯恺晖

市执法局：持续整治渣土运输 有效控制“滴洒漏”

本公司因公章破损，章文：福建中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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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本报讯（李广 文/图）“尊敬的家长，
本学期开始，学校在每个楼层都为孩子
安装了健康直饮水，分温水、凉水，孩子
只要带空杯到校，就可喝上放心水……”
日前，福安附小2400多名学生的家长都
收到一条学校可为学生免费提供直饮水
的信息。

据福安附小负责人介绍，新学期
该校投资 14 万元安装了 38 台直饮机，
解决学生饮水安全问题，同时解决两

个“负担”，一是为家长省下很多给孩
子买饮品的钱，尤其是一些“三无”及
碳酸类饮料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二
是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学生只需拿
一个空杯进校就可以解决喝水难的
问题。据了解，福安附小率先引进比
较先进的反渗透式分散供水机，该直
饮机是具备产水、供水、加热一体化
的 纯 水 机 ，可 以 同 时 提 供 冷 热 两 种
水，冷水是纯水可以直饮，热水（温

水）是通过前期自动加热 100℃，然后
冷却恒温到 40℃，这样孩子冬天可以
喝上热水又不会烫人。该校使用的
分散供水机的反渗透技术可有效去除
各种悬浮物、细菌、病毒、重金属等，处
理的水口感好，饮水安全标准达到国
家卫生部《国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卫生许可证》的要求。目前，福安
附小每个楼层均安装 3 至 5 台，可以满
足师生的饮水需要。

福安附小为学生免费提供直饮水

本报讯（记者 杨洋）记者昨日从市医
保局获悉，本月起，国家人社部发布的 36
种药品正式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并确
定了36种药品的医保个人先行自付比例。

据悉，此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36 种药
品，包括 31 种西药和 5 种中成药。西药
中有 15 种是肿瘤治疗药，包括肺癌、胃

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
癌种。其他药品分别为治疗心血管病、
肾病、眼病、精神病、抗感染、糖尿病等重
大疾病或慢性病的药物。中成药中有 3
种肿瘤药以及 2 种心脑血管用药。“36 种
药品的普遍特点在于临床急需、疗效良
好、价格较高、患者负担较重。纳入医保
后，将大大减轻了患者用药费用。”市医保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关链接
36种药品名单

利拉鲁肽、替格瑞洛、重组人尿激酶
原、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 、重组人脑利钠
肽、托伐普坦、阿利沙坦酯、吗啉硝唑氯化
钠、泊沙康唑、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

尼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厄洛替尼、索拉
非尼、拉帕替尼、阿帕替尼、硼替佐米、重
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西达本胺、阿比特
龙、氟维司群、重组人干扰素β-1b、依维
莫司、来那度胺、喹硫平、帕罗西汀、康柏
西普、雷珠单抗、司维拉姆、碳酸镧、银杏
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银杏内酯注射液、
复方黄黛片、注射用黄芪多糖、参一胶囊。

36种药品纳入医保 患者本月起看病可报销

本报讯（郑慧美 郑文敏）9 月 11 日，“国广一
叶”奖教奖学年度表彰大会在周宁一中举行。此次
共表彰优秀教师113人次、奖助181名优秀学生，发
放奖励金37万余元。

据了解，2010 年起，福建“国广一叶”先后向周
宁县慈善总会捐资，截至目前，周宁一中·国广一叶
叶先熙奖教助学基金累计达 600 万元，该笔基金主
要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已连续 7
年拨付资金奖助周宁一中师生近800人次。

周宁

乡贤出资奖教奖学
七年奖助近8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朱
烨）近日，宁德检验检疫局对某电机
有限公司出口柴油发电机组进行现场
查验时发现，该批货物标识上均印有

“ISO9001”字样，但该公司并未通过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该局遂根据《认证
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对其进
行行政处罚，并责令其立即整改，撤换
货物标签。这是近两年来宁德检验检
疫局发现的第3起伪造质量认证标志
的案件。

宁德检验检疫局提醒生产企业，
根据《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质量认证标志是指证明产
品、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认证所获得的
专有符号、图案或者符号、图案以及文
字的组合。群众熟悉的认证标志主要
有质量体系认证（ISO9001/ISO14000/
IS018000）、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质量安全认证（QS）等。未通过认证，
但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广告等
其他宣传中，使用虚假文字表明其通
过认证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按伪造、冒用认证标志、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因此，存在伪造、冒用、非法
买卖认证标志行为的，将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我市一企业乱用
“ISO9001”被处罚

宁德检验检疫：不能滥用认证标志

本报讯(林 玮) 日前，福鼎市红十字会举办为期
5 天的水上安全救生技能学习班，旨在全面提升游
泳爱好者应急救护水平，增强水上专业救生能力水
平，确保救生安全。共有34名来自社会各界的游泳
爱好者参加培训，课程分为初级救护员培训与水上
安全救生技能学习两个部分。

初级救护员培训内容主要有心肺复苏、气道梗
阻、创伤救护、常见急症理论知识及实操演练等方
面；水上救援培训在福鼎市体育馆进行，教练团由福
建省红十字会水上救生高级教练和福鼎市红十字会
水上救生教练组成，主要教学内容有水上安全救生
基础理论，救生泳、求生泳、解脱法、带人法等实操技
能，以及救生滑板、鱼雷浮标、抛绳等救援器械的使
用，并结合救援实践讲解了救援过程中的一些注意
事项。通过专业人士的讲解和示范以及现场模拟训
练，规范救援操作，避免错误的动作要领，增强水上
救生技能，使训练更加科学与实用。

福鼎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李琨介绍，希望通过这
样的水上安全救生技能学习，进一步提高救护员水
上救援水平，以应对今后面临的各种挑战。同时也
提醒广大市民，在参与水上活动时注意人身安全。

2013年以来，福鼎市红十字会大力推进水上安
全救生，在省红十字会的支持指导下，已经举办各种
水上救生训练班5期，培训水上救生员46名、水上救
生教练4名。

水上安全救生技能学习培训场景

9月11日至12日，霞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举办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暨高校毕
业生招聘会。50余家企业为求职者提供了500多个
就业岗位，涵盖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电子电器等行
业，其中还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设置了
乡镇信息报送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朱世刚 摄

福鼎市红十字会

举办水上安全
救生技能学习班

本报讯（游海霞）新学期伊始，笔
者来到柘荣县城南幼儿园，通过监控
视频看到厨房变得敞亮、干净了，更衣
室、粗加工间、烹饪间、备餐间等功能
布局一应俱全。

该园园长袁石玉介绍，以前的食
堂操作面积太小，各方面都不规范，县
市场监管局检查后提出要及时整改的
要求。这次多亏了市场监管局的支持
帮助，对设计方案进行认真审查，指导
施工。改造后的食堂增添了排污、通
风、消毒等设施，空间布局更为合理，
也能“亮”起来了。

据了解，此次参与改造的多为布
局不规范、设施简陋、量化分级等次偏
低的学校。为了消除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隐患，暑假期间，柘荣县市场监管局
选派业务骨干主动与各校对接，从前
期的图纸绘制到后期的现场施工、设
备选购等实施跟踪指导，确保改造效
果。目前，存在安全隐患的5所中小学
校和4所幼儿园食堂已完成了规范化
改造，改造的食堂硬件全部达到了B级
及以上标准。

本报讯（林志勇）9 月 12 日，周宁县
梧柏洋村的贫困户瞿细康夫妇一大早就
忙活开来，抓鸡、宰杀、拔毛、冲洗，不一会
儿就把顾客预订的3只鸡准备好，等着村
主任上门帮忙送货。

已是花甲之年的瞿细康，一家共有 3
口人。因为疾病，瞿细康夫妻二人需要长
期服药，家里的生活仅靠2亩薄田和儿子
打零工维持。今年年初，在镇村两级和挂
钩扶贫干部的鼓励支持下，瞿细康和村里
的其他 7 户贫困户一样，在林下养起鸡
鸭，还种上 1 亩红薯，力求通过产业发展

实现脱贫。几个月的精心放养，部分土鸡
已经可以上市，可是往哪里卖呢？老实巴
交的瞿细康犯了愁。

“如果卖不出去，不仅让本就拮据的
家庭雪上加霜，而且会极大打击贫困户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信心。”入户了解到瞿
细康的难处后，挂钩扶贫干部李丽银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将这一情况发布到了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信息刚一发布，立即就有
微信好友留言咨询，短短 4 天时间，就通
过朋友圈帮助贫困户销售土鸡 40 余只，
为瞿细康挽回了经济损失。

据了解，为使建档立卡贫困户按期
稳定脱贫，周宁县自 2016 年起组织开展
科级干部挂钩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活
动，围绕 80%贫困人口依靠产业脱贫的
目标，结合贫困户自身发展意愿，大力
推进产业扶贫。在挂钩帮扶过程中，挂
钩扶贫干部与贫困户深入交流，帮助贫
困户定发展方向、找市场销路，全方位
帮扶他们发展脱贫产业，提高他们的致
富能力。截至目前，该县已落实贫困户
产 业 扶 贫 700 户 2494 人 ，覆 盖 率 达
77.82%。

干部变身“微商”帮贫困户找销路

周 宁

柘荣
为学校食堂改造
服 务 送 上 门

9月12日，屏南县开展整治城区环境、争创文明县城行动，拆除违章雨棚、雨披、广告
牌250多个，整治摊点、占道经营200多处，排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环境。 张尚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