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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公安局主办

压发案�打盗抢�创满意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税

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2号）

对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

管理单位、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

的印花税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

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

造安置住房的，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

关材料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按改造安

置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

织转让旧房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且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

征土地增值税。

对经营管理单位回购已分配的改

造安置住房继续作为改造安置房源的，

免征契税；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改

造安置住房，可按1％的税率计征契税；购

买超过90平方米，但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

改造安置住房，按法定税率减半计征契税；

个人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及因拆迁重新购置

安置住房，可按有关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

和契税减免。

本通知所称棚户区是指国有土地上集

中连片建设的，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

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

全、基础设施简陋的区域；棚户区改造是指

列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和国有工矿

棚户区改造规划的建设项目；改造安置住

房是指相关部门和单位与棚户区被拆迁人

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明确用于安置被拆

迁人的住房。

本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2010

年1月1日至文到之日的已征税款可在纳

税人以后的应纳相应税款中抵扣，2010年

年度内抵扣不完的，按有关规定予以退税。

摘自2010年5月4日《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

目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

42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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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相关税收政策宣传之四

本报讯 为全面深化公安机关执

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整体执法质

量，确保我市公安局执法规范化建设

层次和水平继续保持全国先进，近

日，石狮市公安局举行2013年执法质

量“亮剑台”半年点评会议，总结开展

执法质量“亮剑台”活动以来在提高

执法质量、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所取

得的成就。

据悉，执法质量“亮剑台”专项活

动以评选“最优”、“最差”卷宗（含警

情）为主要内容，旨在使“公安执法规

范化建设”活动成果体现在执法质量

和执法水平上。半年来，市公安局“亮

剑台”共开展6期，阅评案件321起，其

中刑事案件136起、行政案件106起、

警情79起，评出最优和最差刑事案件、

行政案件、警情6起，又优中择优、差中

选差，评选出半年度最优和最差刑事

案件、行政案件、警情各一起。

“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法律条文适用准确，程序合法，量罚

适当，材料扫描完整。”这是评委组对

最优行政案卷的意见。据介绍，执法

质量“亮剑台”本着公平、公正的原

则，按照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充分、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是否得

当、程序是否合法和卷宗是否规范整

洁的要求，围绕提高全局整体执法水

平和执法质量的目标进行综合评比。

值得一提的是，执法质量“亮剑

台”评选出的最优、最差卷宗，与主办

民警的绩效考核挂钩，施行相对应的

加分、扣分政策，以量化考评的标准

真正将“亮剑台”的结果运用到实处，

以此努力实现“四个提高”，即执法监

督考评机制科学有效，执法质量明显

提高；执法信息化手段普遍应用，执

法效能明显提高；有效防止重大执法

过错，解决执法突出问题能力明显提

高；执法水平和群众满意不断提升，

执法公信力明显提高。

此外，市公安局要求各单位提高

认识、明确主线，以公安部检查验收

为动力，认真对照验收标准，自查自

纠，查缺补漏，建章立制，持续深化执

法规范化建设，同时以点带面、突出

亮点不断打造公安法制新品牌。

通过开展执法质量“亮剑台”活

动，办案民警的执法办案意识明显增

强，“亮剑台”监督执法的体系初步形

成、执法规范机制基本建立、执法质

量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黄华雄）

本报讯 近日，石狮法院民一庭通

过拍照方式，留置送达了一起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文书。这是今

年新民诉法实施以来，该院根据相关

规定，首次采用拍照方式留置送达诉

讼文书。此举不仅大大提高了法官办

案效率，解决了文书送达难题，节约了

司法资源，确保案件审判工作顺利进

行。

今年5月份，石狮法院受理了原告

薛某诉被告王某、程某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其中王某、程某两被告人系夫妻

关系。石狮法院在诉讼文书送达环节

中，发现邮寄到两被告人家中的应诉

材料均被退回，当办案法官到两被告

人家中直接送达文书时，发现两被告

人家中无人。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几天后，办案法官再次前往两

被告人家中送达诉讼文书时，发现家

中只有被告人王某的母亲在场，但其

在接受应诉材料后以不识字为由拒绝

签收。办案法官按照新民诉法的规

定，向被告王某的母亲说明相关情况

后，以拍照记录送达过程的形式将应

诉材料留置在被告人家中。

据了解，新民诉法第八十六条对

留置送达作出了新的规定，采用拍照、

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

达。这将使故意藏匿或拒不接受法律

文书的行为得到有效抑制，不仅提高

办案效率，有效解决了文书送达难问

题，节约了法院大量的司法资源。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庄英材

吴思思）

本报讯 1日下午，为庆祝建党92

周年，石狮市经济系统党委开展了“七

一”登山活动，全系统40余名党员从灵

秀山下一路向上奔行。

活动中，全体党员还来到驻军某部

体验军营生活。此次活动让党员们在

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锻炼

了身体，达到增进友谊、促进和谐共进

的目的，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下一步做好全市经济工作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 周进文）

本报讯“捐资助学是协会的优
良传统，坚决不能让那些品学兼优却

家庭贫困的学子望学兴叹。”昨日，记

者从石狮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石狮市

私营企业协会关工委获悉，今年该协

会和关工委将继续开展捐资助学活

动，拟定8月份组织爱心会员企业及

各界爱心人士赴安溪、永春、德化等

贫困山区实地走访。

随着2013年高考分数的出炉，今

年又有一批学子将迈进大学校园。

为帮助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大学学

业。昨日，记者从石狮市个体私营企

业协会获悉，一年一度的“金秋助学工

程”在协会关工委悄然启动。据了解，

在去年的“金秋助学”活动中，该协会

及关工委工作人员陪同十几位爱心

人士深入永春山区走访，共为9名贫

困学子圆了求学梦，资助总金额达16

万余元。

据介绍，贫困山区学子助学申请

程序为：学子向所在学校及村委会提

出申请后，再向当地教育局、民政局等

部门申请，家庭情况符合资助条件的，

石狮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石狮市私营

企业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将组

织爱心人士实地对学生的家庭情况进

行调查、核实，对达到要求的准大学生

现场进行捐助。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王金国）

本报讯 昨日，边防官兵深入辖

区开展“谁能辨别真假币”反假币宣传

活动，向辖区群众宣传人民币知识，提

高群众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近日，以“C1F9”开头号称高度

仿真的百元假币，相继在国内一些

城市出现，这种假币即使运用“一摸

二看三听四测”的方法也难以辨

别。为警示辖区群众提高警惕，防

止上当受骗，当日，边防组织官兵深

入辖区村居、菜市场、超市等人员聚

集地，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

解、发动群众互动识别等方式开展

反假币宣传活动，向群众介绍真假

人民币的识别方法、假币的制造和

传播途径，提醒群众在进行现金交

易时切莫大意，更不能知假用假，并

告诫群众遇到传播假币的犯罪分子

时应第一时间上报公安机关，打击

不法分子的制假行为。

据悉，边防官兵还通过QQ、警

务微博等，进一步扩大反假币宣传

活动的覆盖面。当天活动共发放宣

传折页800余份，向300余人进行现

场讲解。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邓志新）

本报讯 日前，鸳鸯池附近的

十几家布行自发组织来到永宁婷

婷孤儿院，看望慰问孤儿院里的

孩子们，捐赠慰问金2000元，并

带去蚊香、夏季水果、大米和日常

洗漱用品等物资。

在现场，爱心人士亲切询问

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和孩子们玩

耍，把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上，孩子

们都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该活动

组织者张兴旺表示，孤儿院的孩

子从小失去父爱和母爱，更需要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和帮助，下

一阶段他们将继续开展关爱孩子

的活动。 （记者 杨德华）

本报讯 日前，祥芝派出所与祥芝

镇司法所联合建立的“人民调解工作

室”正式揭牌，标志着该所公调对接机

制正式启动。

为预防和调解各类社会纠纷、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祥芝派出所积极构建“大调解”工

作体系，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作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减少信访

案件发生的重要举措，积极与祥芝镇

司法所联系，共同建立公调对接机制，

构建行政调解体系，为今后将调解工

作的目标和任务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

中，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傅水右）

本报讯 前晚，石狮市个体劳动者

协会党支部的30名党员个体户欢聚一

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该协

会党支部书记江水贵介绍，截至目前，

该支部共有党员30名，其中女性6名。

据了解，石狮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党

支部自1987年9月成立以来，经常组织

党员参加扶贫济困、扶残助残、抗震救

灾和红十字捐款等社会公益活动，着力

培养党员积极奉献、乐于助人的高尚品

德，提高党员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在无

数次公益活动中，党员们带头走上街头

服务群众，受到上级组织和群众的好

评。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王金国）

本报讯 为纪念建党92周年，进一
步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市直社

会保障系统党委于近日对系统所属各

总支、支部进行走访考评，通过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等方式，考评

2012—2013年度各支部党建工作的情

况，同时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提

出了整改意见。

据悉，这次检查考评工作将成为

各党支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狠抓落

实的有力契机，有力地促进系统党建

工作取得新成效。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施玮琪）

本报讯 在小说《半夜鸡叫》里有一

个钻鸡窝学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而在晋

江有个大胆偷车贼，竟也学周扒皮躲进

鸡棚，结果被民警从鸡窝里揪出。

昨日，晋江警方成功摧毁一个专门

盗窃电动车团伙，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

案，5名犯罪团伙成员悉数落网。

村民追小偷，小偷躲进鸡棚
“昨晚的偷车贼又来村里了。”6月

30日晚，晋江池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在一处鸡棚里，民警揪

出了盗窃电动车的男子。

“男子满身鸡屎、鸡毛，身上还穿着

前一天晚上偷电动车的红色开衫。”经

办民警介绍，就是这件红色开衫，男子

才被群众认出。

事发前一天凌晨，池店村一民宅放

在院子里的电动车被盗，群众调取监控

视频，发现一名穿红色开衫的男子偷了

电动车。第二天晚上，事主在看监控视

频时，又发现这名穿着红色开衫的男子，

便和邻居一起追小偷，可是小偷却忽然

不见了，没想到竟是躲进了鸡棚内。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唐某（男，25

岁，贵州人）对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唐某同时交代了伙同他人

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

巧的是，该同伙几个小时后也落入

了法网。

7月1日凌晨1点，民警在巡逻时，

一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看见民警便调

转车头，准备离开。民警拦下男子，在

其身上发现一把T形撬锁工具，男子被

民警带回审讯。

“我姓潭，32岁，重庆人，外号‘三

十块’，电动车是刚偷的。”经审，潭某就

是唐某交代的团伙成员。

五人盗窃团伙被一网打尽
根据潭某的交代，民警抓获犯罪嫌

疑人林某（男，22岁，贵州人），蒲某

（女，18岁，四川人），何某（男，25岁，贵

州人）。

5名犯罪嫌疑人先后交代在池店

镇用液压钳、扳手、螺丝刀等工具疯狂

作案22起，涉案价值达数十万元的作

案事实。

“钱都被用来吸食毒品了。”民警了

解到，犯罪嫌疑人除了蒲某外，其余4

人均吸食毒品。

目前，嫌疑人均已被刑拘，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凌龙）

边防开展反假币宣传活动

石狮市公安局“亮剑台”深化执法规范建设
评选“最优”、“最差”卷宗 纳入量化考核标准

石狮法院提高办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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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暑假，是学生们玩耍放

松的时期，也是“黑网吧”泛滥之期。

连日来，我市掀起了新一轮打击“黑

网吧”专项行动。记者了解到，经过

群众举报并查证，石狮工商局特营工

商所在辖区查获三家“黑网吧”，查扣

主机36台。

日前，特营工商所执法人员在石

狮凤里中学附近一私人住所内发现

有未成年人进出。执法人员调查发

现，这里暗藏了一家“黑网吧”，这些

未成年人是来这里上网的。执法人

员当即对该“黑网吧”进行取缔并立

案调查。

据介绍，这次特营工商所查获的

“黑网吧”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利用当地闲置房屋，开设“黑网吧”；二

是以其他经营项目为掩护，违法从事

网吧经营。从经营方式看，有的以杂

货经销、电脑维修等为主业，“兼营”上

网服务；三是专门“盯上”暑期中小学

生，有的还派人到路口“揽客”。

特营工商所执法人员提醒：“黑

网吧”危害之大不容小觑，家长要告

诫子女切勿到“黑网吧”玩耍。同时，

也希望广大市民在发现“黑网吧”窝

点时及时举报。

（记者 王国文 通讯员 林铲 文/图）

净化暑假网络文化环境

3家“黑网吧”被查处

深夜，以星月为伍，以大海为伴，

他们拿着手电筒穿行在施工中的泉州

湾跨海大桥，不断移动着手电筒光束

以延伸视线，紧盯大桥上的风吹草动，

保卫着大桥的安全。7月1日晚11点，

记者登上还在施工中的泉州湾跨海大

桥，与巡逻大桥的市保安服务公司保

安一起，体验他们“漫漫长夜”的艰辛。

走上钢板搭的栈桥，在入口的岗

亭前眺望远方，夜晚的跨海大桥并未

完全停工，依稀能看见几处模糊的灯

光在“作业”，时不时开过的施工车透

过钢板传来“轰隆隆”的声响，钢板也

随之轻微抖动；从桥下往下望去，正值

退潮期，底下是一片滩涂。轮值的保

安队长王士坤说：“没想到能够这么亲

近大海。”在大桥巡逻的两个月时间

里，王士坤与大海亲近的时间远超于

他过去四十多年来的总和。

王士坤，河南人，今年45岁，皮肤

黝黑，说话时慢条斯理，显得忠厚老

实。巡逻时，两名保安一组，一人负责

守关卡，登记出入车辆；另一人则穿行

在大桥上，仔细查看大桥的各个部位，

严防偷盗和破坏。据介绍，他们负责

的是泉州湾跨海大桥A段，该路段总

长度约3公里。“步行巡逻来回一趟需

两个小时，骑电动车则需1个小时。”老

王告诉记者，巡逻保卫大桥风雨无阻，

24小时在岗。天气好的时候，为节约

时间增加巡逻密度，采用电动车巡逻，

遇到刮风下雨天，桥面十分光滑，则步

行巡逻。记者看到，着保安制服、头戴

警盔、腰别对讲机和警棍、手持手电

筒，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

随后，记者和老王一起步行巡逻

大桥。“这边是一堆钢筋，那边还有一

些电缆……”随着手中手电筒不停转

移，他嘴里念念有词。显然，在日复一

日的巡逻中，他早已经熟悉这座大

桥。记者注意到，出于职业的习惯，王

士坤不仅走路的脚步紧凑，而且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

约10分钟后，来到一片亮灯处，几

名施工人员正在吊架上操作，看到王

士坤，便热情地向其打招呼。半夜的

海上，充斥着漆黑和孤寂，难得的亮光

自然倍加温馨。“施工的地方，货物较

多，极易遭小偷，得多检查检查，不能

漏掉任何一个角落。”说话间，老王拿

着手电筒到处照着、瞄着。此时，记者

再往下看，原本是滩涂的地方已涨满

了海水。“傍晚时分，会有一些人开着

小渔船在下面捡废铁，还有人用长钩

往下勾货物，待货物坠入海里后，再用

磁铁将金属物件吸起盗走。”王士坤

称，他们定点守候，格外注意从海上偷

盗货物的情况。

“我们得从那边绕一圈，再从这里

出来。”此时，王士坤指着远处说道。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隔两三百米就有

一处亮灯的施工地，巡逻便是在穿过

黑暗、迎来“光明”的过程中，走完一段

又一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岗亭里，记者看

到不足两平方米的岗亭里只有一台电

风扇，即便在夜晚也显得闷热，太阳直

射的中午，可想而知更是酷暑难耐。

而海边滩涂附近，蚊虫格外多，记者站

不到一会，便被蚊子光顾多次。

巡逻时，记者注意到，越往大桥深

处走，海风越大，往桥下望去，大海愈

发深不可测；穿行在栈桥上，如此近距

离地接近泉州湾大桥，感觉这个“庞然

大物”愈发壮观。面朝大海，保安们时

刻守卫着泉州湾跨海大桥。

（记者 杨德华 李荣鑫）

为确保泉州湾跨海大桥安全施工，有一支队伍日夜巡逻在大桥上。1日晚，记者登上施工中的泉州湾跨海大桥

半夜值守 护卫泉州湾跨海大桥
■亲历�走基层

本报讯 近日，永宁边防派出所

联合石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经过连

日侦查、果断出击，成功破获1起飞车

抢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今年5月上旬，受害人李某珊在

宝盖镇某服装厂附近路段被人抢夺

财物。案发后，公安局刑侦大队将案

情通报至永宁边防派出所。6月26

日，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潘某在晋江

新塘街道一带活动。当日下午6时

许，乔装民警以假借问路为由伺机靠

近潘某，果断出手将其抓获。目前，

潘某已被该所依法办理刑事拘留。

（记者 陈剑苹 通讯员 李维斌）

男子飞车抢夺落网

■纪念建党92周年

市经济局
组织登山活动
庆祝党的生日

石狮党员个体户
喜迎建党92周年

社会保障系统党委
开展基层党支部考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