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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记者 蔡蕊） 9 月 15 日，副市长胡
国防来到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
胡国防先后接待 3 批群众来访。他认真听取群众
反映关于失地农民保障、过渡费发放、征迁补偿款发
放等问题，还协调 1 起信访事件。他仔细了解事情来
龙去脉，询问群众诉求，并与相关部门和县区负责人
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胡国防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不断提高站位，
创新信访工作的方法和制度，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水
平，有效解决涉访问题。要始终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
益作为信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为群众
排忧解难，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 近日，城厢区凤凰山街道举行退役军人
党员志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
仪式后，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志愿者、人大代表、
党代表等走村入户开展扶贫济困志愿服务活动，为贫
困群众送温暖、送关怀、送政策。下一步，该街道将
带领志愿服务队创新服务方式，以“党员+志愿者”的
方式，引导退役军人在文明创建、公益宣传、扶贫济
困、疫情防控、基层治理、抢险救灾，以及其他社会
公益活动等志愿服务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将志愿
服务活动融入居民群众生活和生产中，展现新时代退
役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最美风采。
据悉，该服务队队员将在街道各类社会公益事业
中展现退役军人群体“戎装虽脱，军魂尤在”的风采。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成立退役
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群体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街道将引导退役军人自觉
加入志愿者行列，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关心
关爱，树立退役军人良好社会形象，为社会和谐稳定
和全面发展增添正能量。
（易振环 林丽娟）

金秋助学真情帮扶
本报讯 （记者 蔡蕊）9 月 15 日，我市计生协会
—金秋助学”资助金发放仪
举行 2020 年“生育关怀——
式。副市长胡国防出席并讲话。
胡国防指出，要精准帮扶，真情服务，不断动员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助学工作，形成社会化助学新格
局。同时，他勉励受助学子奋发图强、立志成才，做
理想远大信仰坚定、敢于担当勇于奋斗、本领过硬内
外兼修、懂得感恩宽容大度的新时代青年，报效祖
国，回报桑梓。
据悉，自 2009 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以来，我市各
级计生协会累计投入资金 119.2 万元，先后资助 239
名计生困难家庭学生。今年共有 35 名受助的困难学
子，其中 10 名被列为省计生协会资助对象，每人 2 万
元，
分 4 年发放，直到大学毕业；其余 25 名由市计生协
会资助，每人一次性资助 5000 元。

推进垃圾分类教育进课堂
本报讯 （记者 吴双双） 记者昨日获悉，市教
育局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小学校将生活垃圾分类
教育纳入环境教育课程，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教育进课
堂，进一步提高学校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水平。
为贯彻落实 《莆田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 方
案》，市教育局组织人员编写《莆田市学校生活垃圾分
类读本·中学版》
《莆田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读本·小
学版》并下发各地中小学校。眼下，各校正认真组织学
习应用《读本》，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纳入环境教育课
程，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教育
进课堂。
根据要求，各校将充分利用主题班、队、团会课，
国旗下演讲，校园网站等阵地进行专题宣传教育，引
导孩子在学习生活中践行垃圾分类、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同时，积极发挥家委会、家长会功能，开展亲子进社
区、进农村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教师、学生、家长齐抓
共管，
家庭、学校、社区有效互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阙丽君 文 /
图）9 月 11 日，以“珍惜粮食，拒绝浪费”为主题的思政
课，别开生面地在莆田学院新校区中区第二餐厅进行
（如图）。
为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氛围，莆田学院餐厅陆
续推出“计口下粮”、小锅炒菜、小份售卖、添置“匀饭
台”、张贴宣传海报、志愿者劝导等多项举措，让“杜绝浪
费，文明用餐”成为校园新时尚。因此，此次思政课也邀
请餐厅经理，一起给学生们实地“授课”。
课堂上，2019 级 56 名医学管理专业学生 分成 7

本报讯 （记者 黄凌燕） 记者昨日获悉，为促进体
育消费、畅通体育产业循环，我省将于 9 月 26 日在全省
范围内发放体育消费券。市体育局鼓励全市体育服务业
企业积极报名参与特约商户，推动“全闽乐购”促消费
行动，激发我市群众体育健身热情，促进体育服务业企
业实现恢复性增长，带动体育产业整体实现有效循环。
据介绍，本次体育消费券可核销的企业范围为在我
省内注册并合法经营的线下体育服务类实体企业，包括
运动场馆、健身服务、体育培训、体育旅游服务等。其
中，各类运动场馆、健身服务场所可以“次卡、月卡”
等形式参与，体育培训业可以“体验课程、正常课程”
参与，各类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服务综合体、体
育旅游景区等合法开设经营性的运动项目也可以参与。
核销范围不包括体育用品、器材等实物销售企业。
参与的商户均须执有营业执照，其中，涉及高危项
目的，如游泳、滑雪、蹦极等，还需有 《高危体育项目
许可证》。商家为在省内合法经营、省内注册的商家，如
全国连锁品牌，只能限于省内适用门店，不适用于外地
核销。报名成功商家由阿里巴巴工作人员培训核销对账
技能。已入驻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口碑） 商户不用报名，
平台直接反圈选自动获得报名。如暂未入驻阿里平台的
商家，活动报名时间截止 9 月 18 日。商户可自主入驻报
名操作 SOP 或联系阿里口碑工作人员直接审核报名。

关待遇的前提，只有评定了伤残等
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才能核发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等待遇。
根 据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相 关 规
定，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停止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也就是说，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
定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伤职工无
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利于维护工
伤职工自身合法权益。

能力时，才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
４、职工对劳动能力鉴定结果有
响劳动能力，则无须进行劳动能力鉴 异议怎么办？
定。”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根据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的
3、拒绝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将承 鉴定意见作出的。
担哪些后果？
如果职工不认可劳动能力鉴定结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 论， 可在收到 该 鉴 定 结 论 之 日起 15
2、职工是否都需要进行 劳动能 定后，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
一些工伤职工以自己还未痊愈、 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力鉴定？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规 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为由拒绝进行劳动
再次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
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 能力鉴定，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最终结论。
劳动能力鉴定是工伤职工享受相
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
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
说，只有当职工因工致残、影响劳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社会劳动保险中心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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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晓玲 文 / 图）
进入 9 月中旬，文旦柚迎来收获季。记
者昨日走访我市部分市场和文旦柚售
卖店了解到，今年天气晴好，文旦柚
迎来丰收，比往年提早一个星期左右
上市。
9 月 15 日，在市区下磨市场一些
水果店内，不时飘散着文旦柚的清香
味，商家将文旦柚堆放在店里显眼位
置，吸引顾客选购尝鲜。在市区学园南
街，一些文旦柚专卖店也开始售卖，店
内地板上堆满了小山似的文旦柚。市区
石室路口一家文旦柚专卖店老板介绍，
文旦柚刚上市两三天，今年天气晴好，
文旦柚开花结果均未受台风影响，成熟
快，结果多，迎来丰收季。目前根据个
头大小，每公斤售价在 5-10 元左右，
价格与去年差不多。今年夏季温度高，
文旦柚口感比往年更好，预计国庆节会
迎来上市高峰，11 月中旬结束销售期。
图为市区梅园路一家水果店把柚子放在显眼位置售卖。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茶果站干部陈铁
娇介绍，今年文旦柚的种植面积达 3 万多亩，主要集中
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售卖方式除了收购、鲜果散卖
在仙游度尾、大济、赖店等乡镇，预计产量 6.3 万吨左 之外，微商和淘宝也成了销售主渠道之一，占比达 30%
右，比去年略有增加。目前仙游的文旦柚种植面积不断 以上。

工伤后是否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1、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
通俗来说，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
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
的等级鉴定。
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分为十个等
级，最重为一级，最轻为十级；生活
自理障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
自理、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具体按照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等级》 执行。

本报讯 （记者 林英） 9 月是退役士兵返乡高峰
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早谋划、早部署、早准备，让退
役士兵返乡感受到政府和家乡的殷切关怀。
连日来，我市在汽车站、动车站、码头设立接待服
务站，在醒目位置悬挂欢迎标语，营造“参军光荣，退
役荣光”的浓厚氛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印制了退役士
兵信息登记表、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意愿采集表、工
作意向采集表等接收登记材料，分发给退役士兵。工作
人员细心做好信息采集录入，认真摸清返乡人员底数，
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工作意愿等，并面对面宣传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小额贷款等政策。
接下来，各县区 （管委会） 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组织
开展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短期技能培训等，帮助退役
士兵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对有特殊需求的退役士兵开
展“订单式”“定岗式”培训。举办专场招聘会、就业
推介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平台。

文旦柚迎丰收提早上市

月底将发放
体育消费券

一些职工在发生工伤经治疗后，
因怕耽误工作时间或其他原因而拒绝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就直接上班。工伤
职工可以不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吗？这
种情况下，会对工伤待遇有影响吗？

助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组，分别对为什么要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我国粮食安全
现状分析、校园粮食浪费现象和原因、节约粮食的小措
施等展开探讨，并融入展绘画、唱歌谣、诵诗词、演情景
剧、讲名人故事、与食堂经理探讨等多种表现形式。从现
实要求、文化传统、党史经验、哲学智慧多维度来强调节
约精神，从思想源头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让节俭之风
吹遍校园。通过交流讨论，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当代大学
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响应号召，将“光盘行动”落实到
生活中，做“光盘行动”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将思政课堂创新移到食堂，与餐厅经理面对面交
流，倍显新鲜多彩。”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
郑秀红表示，学院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探索思政课创新
形式，推进专题式课堂教学，创新实践教学建设，把思政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打造好大学生成长成才
的科学思想基础。

开展慈善扶贫救援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吴双双 通讯员 陈秀凡） 近日，
涵江区慈善总会联合深圳善美基金会发起“扶贫济困
慈善光明行”慈善扶贫救援活动。活动中，涵江区眼视
光眼科医务人员来到新度镇沟尾村为 50 岁以上人员免费
体检，并为部分白内障老人提供免费入院治疗服务，受
到群众好评。

禁酒限酒从严治警
本报讯 （记者 陈艳艳 通讯员 龙俊）日前，南日
边防派出所推进“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活动，进一步严格落实严禁违规饮酒规定，加强“八小时
之外”监督。

法制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9 月 4 日，秀屿公安分局东庄派出所民警到
塘边小学上法制宣传课。课堂上，民警针对校园欺凌、
毒品危害、预防溺水等，为学生们作了讲解，并解答提
问，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方宜静）

举行新生军训闭营仪式

本报讯 （记者 许志挺 通讯员 欧国强） 9 月 12
日，莆田二十七中举行 2020 级七年级、高一新生军训闭
营仪式。为期 6 天的军训，让新生们体验军营生活，强
化国防意识，增强体质，磨炼意志，提高了团队意识。

尊敬的客户：
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
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准备。

计划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9 月 23 日 07:30-17:00

九华Ⅲ路
618 线路

西天尾镇林山村林山、新厝、苓头，林山村 9 片区，林山村象
峰、斜沦头、洋沦，南少林寺旁边、丰后新村，南少林寺、林山村
8 片区，电信股份公司莆田分公司 （林山村）、西天尾城投公司、荔
城区南少林英才文武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 91605 部队

9 月 23 日 09:00-18:30

黄荔线
632 线路

黄石镇华堤村华堤、尾厝、田尾、二甲，华堤新区

荔城区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
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
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
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

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
时停电信息及未来 7 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特此公告！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