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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晖

福州晚报讯 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昨日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
有关人事事项。

因工作岗位调整，决定接受李仰哲辞去
福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报省人大备案。

会议任命迟耀云为福建省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代理福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钟婴、张锦萍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免去陈明
聪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庭长、审判员职务；免去李培新、连镔的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福建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本次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福建省第十三
届人大实有代表557人。

■记者 朱丹华

福州晚报讯 昨日记者获
悉，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制定
出台了进一步优化我省疫情
防控的29条措施。

向跨省流动人员
提供“落地检”服务

对入境人员实施“5天集
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措施，隔离期间赋红码管
理、不得外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1
次核酸检测，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第1、3天各上门开展1次核
酸检测。对解除集中隔离时
核酸检测Ct值在35至40之间
的入境人员要予以进一步甄
别。

对 7天内有高风险区旅
居史的人员，实施7天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措施，期间赋红码
管理、不得外出。在居家隔离

的第1、3、5、7天各上门开展1
次核酸检测。

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
运站、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处
和服务区、普通国省道省界
口、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
点，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
走、不限制流动”原则，面向跨
省流动人员提供“落地检”服
务。

入（返）闽人员要在24小
时内向所在社区（村居）报备；
社区（村居）要加强主动排查，
督促外来新进人员及时落实
核酸检测、健康管理措施。

不得随意扩大
高风险区划定范围

本地发生疫情后，要合理
确定核酸检测范围和频次，纠
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
不科学做法。一般不简单按
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仅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条不
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

底数不清、风险较大时开展。
发生本土疫情后，依据流

调溯源和分析研判情况，将感
染者的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
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
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
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
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
意扩大。在疫情传播风险不
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
情况下，可适度扩大高风险区
划定范围。

原则上在新冠病毒感染
者确诊后5小时内，由市级或
县（区）级疫情防控指挥部确
定高风险区并对外公布，同时
采取相应管控措施，防范风险
人员外溢。高风险区连续 5
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低
风险区。

保障群众生活
和就医基本需求
做好封控隔离人员服务

保障工作，组建群众生活就医

保障工作专班，切实保障群众
生活和就医基本需求。建立
社区与医疗机构、药房等直通
热线，保障居民治疗、用药等
需求，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
诊。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儿
童专科医院要设立发热门诊；
各地要充分发挥市级统筹作
用，增加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床位储备数量，定点医院 ICU
床位不低于床位总数的10%，
同时设置可转换ICU床位。

各地各部门要在省级优
化若干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
细化本辖区本部门相关防控
工作方案，科学精准抓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 江海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第二十四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
会（简称“海交会”）、第五届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博览会（简称“海丝博览会”）将调整为
在线上举办。活动组委会将做好后续服务
工作，着力打造海交会线上展会新平台。

■记者 李晖

福州晚报讯 昨日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福建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条例》，对辅警的招
聘、工作职责、权利与保障、
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条例》将于明年 1月 1日起
施行。

《条例》规定，辅警是指公
安机关依法招聘和管理，为公
安机关警务活动及相关工作

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
身份的工作人员，分为勤务辅
警和文职辅警。

《条例》厘清了辅警的职
责权限，用列举的方式建立了
辅警履职的“正负面清单”。

其中，勤务辅警可以协助
人民警察开展治安巡逻、社会
治安防控、疏导交通等工作；
文职辅警可以协助人民警察
开展文书助理、窗口服务、心
理咨询、数据分析、检验鉴定
等工作。同时，勤务辅警应当

在人民警察带领下，协助开展
维护案（事）件现场秩序、救助
受伤受困人员、行政案件的接
报案、警情受理、治安检查、戒
毒人员日常管理等十个方面
工作。

辅警不得从事政治安全
保卫、技术侦察、办理涉及国
家秘密的事项、案件调查取
证、出具鉴定意见、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执行刑事强制措
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审核
案件、行政管理服务审核审批

等。
《条例》明确了辅警劳动

报酬、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权
利，并规定了辅警的社会保
障、健康保障、抚恤优待、职业
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待遇。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福建
省湿地保护条例》《福建省海
上搜寻救助条例》《福建省红
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这 3
部法规也将于明年1月1日起
施行。

我省出台优化疫情防控29条措施
向跨省流动人员免费提供“落地检”服务

■记者 马丽清

福州晚报讯 福建省“抓消防安全 保高
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23日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初以来，全省共接报各类警
情55637起，出动指战员53.56万人次、消防
车9.1万辆次，累计营救被困人员5433人，
疏散遇险人员 15532人，抢救财产价值约
7.3亿元。

据悉，年初至今全省共接报火灾22512
起，死亡 52人，受伤 53人，直接财产损失
2.7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直
接财产损失数基本持平，死亡人数下降
21.2%，受伤人数下降43%，相关火灾指标优
于全国。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表决通过人事事项

海交会和海丝博览会
调整为线上举办

相关火灾指标
我省优于全国

我省4部法规明年起施行

辅警履职有了“正负面清单”

扫码
查 看 29
条措施。

■记者 陈木易

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公布百强乡土人才名
单，福建金品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邵贵荣名列其中。

邵贵荣今年 51岁，曾在
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工
作。2016年，他作为福州首批
离岗创业科技人员到福建金
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

2020年春耕备种期间，
闽侯县洋里乡洋头村却遭遇
瓜类嫁接苗繁育难题。经过
调查，邵贵荣发现村里原来
种植的苦瓜品种存在病害逐
年增加的问题，便引进了瓜
肉厚、耐贮运、抗病性强、连

续结果能力强的春晓 6号苦
瓜。

为打消村民的顾虑，邵贵
荣不仅参与种苗繁育，还为购
买春晓 6号苦瓜种子的村民
提供担保，免费试种 30 余
亩。得益于邵贵荣和村民的
互相信任及努力，洋头村至今
已繁育苦瓜种苗2万多株、其
他瓜类种苗1万多株，并实行

瓜架下套种生姜的栽培模式，
村民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元
以上。

金品农业公司的智能人
工气候室，是邵贵荣平时培育
蔬菜新品种的地方。这些年
来，他主持或参加多个国家、
省市有关十字花科蔬菜的科
技项目，主持育成 12个绿叶
蔬菜新品种，其中青梗菜“金

品 552”、“金品 008”、青苔一
号等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
品种权。

“智能人工气候室可以模
拟各品种蔬菜生长所需的温
度、湿度及光照等条件，解决
了福州每年只有二三月份十
字花科蔬菜才能开花授粉的
问题，育种效率提升了3倍。”
邵贵荣说，在这里培育的青梗
菜“金品552”（福州人常见的
上海青品种）更是打破了此前
国内上海青种植依赖日本进
口种子的局面。他解释说，

“金品552”可耐40℃的高温，
也很耐湿，突破了以往青梗菜
在南方夏季不易种植的限制，
且种子的单价仅为日本进口
种子的三分之一。

据悉，邵贵荣还先后荣获
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
进个人、2020年度福建省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2021年“最美
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入选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

邵贵荣：气候室里“变”出12种新菜

福州福州 物物人人

“金品552”上海青。 受访者供图

■记者 江海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商务厅获
悉，福州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入围第二批福
建省特色步行街候选名单。

为高质量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我
省打造第二批福建省特色步行街，具体候选
单位为：福州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泉州中山
路步行街、中央苏区金融街暨恋城1908文创
街区、中国茶具城步行街、武夷山武夷宫宋
街、德化瓷艺城陶瓷街、福鼎市桐山溪西小吃
美食街、武平县兴贤坊传统文化街区。

福州烟台山候选
福建省特色步行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