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专程赶来泉州

致谢的台湾澎湖同胞亲友团一

行17人，紧紧握着武警泉州边

防支队浮山边防派出所官兵的

手表达感激之情，并向参与救

助的边防官兵、村救助队乡亲

赠送感恩纪念牌匾。

2014年最后一天的早晨，

澎湖渔民吴澄清和往常一样驾

着渔船“富胜壹号”出海打鱼。

一般情况下，他下午就能回到

家里。但暮色降临了，吴澄清

依然没有回来。情急之下，他

家人报了警。当地警方连夜出

动直升机、船舰、渔船搜寻，但

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就在

吴澄清家人绝望的时候，却突

然接到福建泉州边防官兵的电

话：“您的亲人吴澄清在泉州海

域搁浅的一艘台湾籍渔船上被

发现，目前正在泉州医院抢救

……”

2015年第一天，泉州湾海

域正逢天文大潮。浮山边防派

出所警官吴彬带队，按惯例一

早出海巡逻。7点50分许，在

张坂镇前见村海域发现一艘搁

浅的台籍小渔船。靠近一看，

船体严重倾斜，船头被撞得破

烂不堪，但这艘船的发动机仍

在轰轰作响。

在渔船驾驶室外，吴彬发

现一名50多岁的男子躺在地

上不省人事，口吐白沫、身体冰

冷，生命垂危。吴彬一边报告，

一边为其暖身，进行应急救护。

闻讯赶来支援的边防派

出所官兵和前见村、浮山村海

上救助队迅速展开施救，他们

通过现场发现的船舶户口簿

和一部手机，得知吴澄清的身

份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昏迷中

的吴澄清送到岸边，协同120

急救人员很快将其护送到就

近的医院抢救，经初步检查，

吴澄清疑似突发脑溢血，病情

危重，需要转院，此时，民警和

医护人员果断将他紧急送往

大医院救治。

当天13时，吴澄清在泉州

市第一医院城东分院被确诊为

突发脑溢血，必须立即进行手

术治疗。“救人要紧！”警官吴彬

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同意书上签

上自己的名字，并紧急筹集了

10万元治疗费。

当天20时30分，经过7个

小时的紧张手术，医生宣布手

术成功。“再晚一点送来，他的

命就保不住了。”当地主治医生

说。

1月4日凌晨3时23分，吴

澄清的意识逐渐恢复，他终于

转危为安。“在海上突然觉得自

己不行了，我想到了船上导航

具有识别水域交通动态和交通

指引功能，就开启了自动导航

识别系统，按照就近原则识别

到附近的泉州海域，我的船只

也漂到了泉州。”吴澄清说。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邓

志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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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恒大冰泉举行“世界

水日 一瓶一码”大型科普活动启动

仪式，做出每一滴恒大冰泉“100%来

自长白山、100%真矿泉、100%健康

可追溯”的品质承诺。恒大集团副总

裁刘永灼、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

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国际巨

星成龙以及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共

100余人出席启动仪式。

“新国标”严格规范饮用水品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用水安

全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水安全也

成为今年两会热议的话题，但现实情

况却不容乐观。《2013中国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

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

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

染。

另一方面，近年来，天然水、矿物

质水、蒸馏水等各种概念水也相继出

现，一时让消费者眼花缭乱。2014

年底，新版的包装饮用水国家标准出

台，天然水、矿物质水、蒸馏水……这

些原本被误认为是矿泉水的饮用水

露出了它原来的面目——“其他饮用

水”。这也令矿泉水这一健康饮用水

品类再次走进人们关注的视野。

“一瓶一码”实现品质可追溯
据了解，恒大冰泉是长白山原始

森林中的天然深层矿泉，富含人体所

必需的偏硅酸等多种矿物元素，并在

国内率先采用“一处水源”模式，保证

每一滴恒大冰泉都来自长白山，而这

也是世界级矿泉水的通用模式。

2014年底，恒大冰泉在国内瓶

装饮用水行业首家应用“一瓶一码”

防伪溯源技术。消费者打开恒大冰

泉瓶盖，用手机淘宝扫描盖内二维

码，便可立即获取该瓶水的水源地、

身份编号、生产批次、产品规格等身

份信息。这标志着恒大冰泉从此进

入品质可追溯时代。 （小康）

本报讯 去年6月17日凌晨，市

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湖东菜市场检查

时，发现冯某正在销售病死或来路

不明猪肉，于是当场扣押不合法猪

肉100斤，后又在其住处查获不合法

猪肉200余斤及各种用来加工病死

猪肉的化工用品。不久，另外两名

犯罪嫌疑人余某、陈某落网。日前，

石狮法院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

品罪，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判

决。这也是我市受理的首起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

据了解，冯某，重庆人，在湖滨

街道湖东菜市场摆摊，以卖猪肉为

生。“余某原来在菜市场帮人杀猪卖

猪肉，知道他有在低价销售病死猪

肉，我就从他那进货。”据冯某交代，

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以每斤3—4

元的价格向余某购买病死猪肉，再

以市场价卖给附近的冻品店或在摊

位上销售，从中赚取差价。

为了掩人耳目，冯某还买来亚

硝酸钠等化工用品，将病死猪肉的

内脏煮熟后，用化工药品浸泡后再

进行销售。“我知道亚硝酸钠有毒，

但我只加一点点，这样不仅可以去

味，卖相也好看。”2014年6月17日，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冯某的摊位上

查获排骨50斤、猪肚10斤、猪肉40

斤，又在其住所扣押猪排骨226斤及

化工用品日落黄、胭脂红各1瓶、亚

硝酸钠3瓶。经鉴定，以上猪肉全部

为病死或来路不明猪肉。

当天下午，余某也被抓获，去年

7月21日，陈某到公安机关投案。据

余某介绍，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和

陈某合作，其中陈某负责低价收购

病死、死因不明的猪，两人共同进行

宰杀后，他再将猪肉、猪内脏低价销

售给冯某。截至被抓当天，他们共

向冯某销售病死或来路不明猪肉

2800斤，销售金额8400元，非法获利

2800元。而冯某明知余某销售的是

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猪肉、猪内脏，

仍多次向余某进行收购，并以每斤5

元的价格销售2474斤，销售金额为

12370元，非法获利4948元。

日前，石狮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认为，陈某、余某、冯某销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

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

性疾病，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罪名成立。经审理，依法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处罚金二万元；

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处

罚金二万元；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处罚金二万五千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陈莉莉）

2015年3月24日是第20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活

动主题是:“你我共同参与，依法

防控结核——发现、治疗并治愈

每一位患者”。

一、什么是肺结核？
肺结核是一种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

肺结核俗称痨病，是由结核杆菌

侵入人体肺部引起的呼吸道传

染病。肺结核主要通过患者咳

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喷出的

飞沫传播给他人。患肺结核后

如果不能及时、彻底治疗，会对

自己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且

还可能传染其他人。

二、肺结核有哪些症状？
肺结核的主要症状是连续

咳嗽、咯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

有血丝。同时，还可能伴有胸

痛、盗汗、午后低热、全身疲乏、

食欲减退等其他常见的症状。

三、怀疑患了肺结核应该怎
么办？

怀疑患了肺结核，应到县

（区）级结防机构接受检查和治

疗（我市设在石狮市医院结核病

门诊）。我国各县（区）都设有结

核病防治机构，专门负责肺结核

的诊断、治疗和管理工作。怀疑

得了肺结核，应及时到这些机构

检查和治疗。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是肺结核能否治愈的关

键。

四、我国防治肺结核有哪些
免费政策？

在县（区）级结防机构检查

和治疗肺结核，可享受国家免费

政策。县（区）级结核病防治机

构为第一次检查的肺结核可疑

症状者免费提供痰涂片和X线

胸片检查，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提供抗结核药物、治疗期间的痰

涂片检查及治疗结束后的X线

胸片检查。除此之外，我市还将

肺结核纳入新农合特殊门诊一

类病种，对部分辅助检查治疗费

用进行补偿，补偿率达60%。

五、肺结核可以治愈吗？
只要坚持正规治疗，绝大多

数肺结核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新发传染性肺结核的彻底治愈

时间一般需要服药6-8个月，而

且中途不能漏服和间断服药。

如果私自停药或间断服药，不但

极易复发，还有可能产生耐药

性。耐药后的肺结核患者治疗

技术复杂、治疗时间更长（18-24

个月）、治疗费用更大（约是非耐

药肺结核治疗费用的100倍左

右）。

六、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肺结
核患者？

肺结核患者开始规范治疗

2-3周，传染性会大大降低，大

多数患者可在家里进行治疗和

康复。关心且不歧视肺结核患

者可以促进结核病的防治，有利

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全社会都

应关心和帮助结核病患者，共同

营造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

七、应该如何预防肺结核？
预防结核病传播最主要的

措施是及时发现并治愈传染

性肺结核病人。如果发现有

连续咳嗽、咯痰超过两个星期

的人，应立即动员他去石狮市

医院结核病门诊检查，并按医

生要求正规治疗；对与肺结核

病人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相关

检查；对已经感染结核菌的人

群，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

物，预防结核病的发生；做好人

口密集场所的通风和环境卫生

工作，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为新生儿

及时接种卡介苗，卡介苗主要

对儿童期的结核性脑膜炎、粟

粒型肺结核有较好的预防作

用。

本报讯 昨日下午，石狮法院举行“勤政廉洁 为

民司法”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各个庭室的13名干警结

合自身实际，畅谈廉政感想，同时也为法院干警上了

一堂精彩的廉政司法教育课。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紧

紧围绕着廉政司法的主题展开演讲。他们用典型事

例、生动的语言，剖析违法违纪人员蜕变经历，鞭笞社

会典型腐败现象，使全体干警从正面典型中受到启迪

和鼓励，从反面典型中得到反思和警示。

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是石狮法院开展廉洁司法

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促进全体干警深刻认

识党纪国法绝不能触犯，自觉、主动筑牢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绝不以身试法，努力成为一名务实、廉洁、为

民的人民公仆。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黄江萍）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灵秀所执法人

员接到群众举报称，灵秀镇某餐

饮服务单位包子制作加工场所

卫生堪忧，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

该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到达该餐厅时正

值午市时间，餐厅生意十分火

爆。执法人员对该餐饮服务单位

进行检查时发现，厨房里并没有

制作包子所需要的材料，由此可

见该店销售的包子并非在证、照

上面登记的场所进行制作加工。

于是执法人员责问餐厅负责人包

子在何处加工制作，该负责人闪

烁其词，说不出个所以然。在执

法人员再三严厉追问下，他才告

诉执法人员，他们租用了厨房对

面一间店面用来制作包子。执

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加工场所布

局混乱，物品摆放无序，卫生条

件差，现场还发现一桶“三无”食

用油。由于当事人许可证上面

的地址与实际加工场所不一致，

而实际加工场所并未通过有关

部门审查，涉嫌无证生产食品，

执法人员当场拍照留证并对当事

人发放询问通知书，对该案件进

行进一步调查、取证。

为确保消费者饮食安全，石

狮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灵秀

所执法人员还将该餐饮服务单

位生产加工的包子送往检验机

构进行检测，如检验结果不合

格，等待该餐厅的将是更严厉的

处罚。

记者获悉，连日来，石狮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餐饮服务单位专项检

查，加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力度，对我市餐饮服务单位

进行突击抽查。同时，严格落实

餐饮从业人员体检制度和晨检

规定，督促餐饮服务单位切实履

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法定

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的饮食安

全。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陈君君）

本报讯“幸亏有你们帮忙，不然工资要不回来。”
3月20日上午，江西籍农民工朱某揣着钱，对民警表示

感谢。

记者了解到，去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石

狮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移送了一起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王某云（女，63岁，黑龙

江籍）在宝盖镇仑后村无证经营一家服装厂，因经营

不善，从2013年3月至2013年4月14日期间拖欠朱某

等21名工人的工资共计127920元。照理说，生意做不

下去了，也该想方设法筹钱支付工人工资才对。但

是，王某云却选择关掉手机逃匿，玩起人间消失，逃避

支付工人的工资。

警方介入调查后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以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将王某云上网追逃，另一方面，积

极动员王某云家属筹钱支付工资。经过一段时间的

努力，警方远赴黑龙江将王某云抓获归案，王某云的

家属也在警方的工作下筹集到7万余元，加上之前变

卖工厂资产的5万余元所得，刚好用来支付工人工资。

目前，经过石狮公安民警积极作为，已成功化解

该起劳资矛盾纠纷，避免矛盾进一步扩大。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王伟斌 颜贻身）

警方帮员工讨回“血汗钱”
化解纠纷

本报讯 前日，永宁边防派出所联合石狮市海洋

渔业中队以及永宁镇安办、农办等部门组成海上联合

检查组，开展海上渔业安全生产大检查，最大限度消

除海上安全作业隐患。

检查组深入辖区港澳口码头、船舶集中停靠点等

区域，重点对渔船的海上救生设备、消防器材设备堪

用状况进行检查，并对船舶证件是否齐全、船舶是否

进行年审与签证等进行比对和登记，现场督促存在安

全隐患的渔船主及时整改问题。此次行动共检查各

类船舶18艘，及时发现并当场整改安全隐患3处，有

效提升了辖区渔船出海作业安全系数。

（记者 陈剑苹 通讯员 李维斌 张源迪）

本报讯 头一天晚上喝了酒，酒

劲还没退，第二天就敢开客车上路

了。闽Cxxx21的驾驶员鄢某被交管

例行检查时查到，接受处罚后，案件

根据相关规定又移送石狮交通部

门。昨日，该车所属客运公司已责令

承包经营者对鄢某进行了解聘处

理。这也是今年泉州新的“不适岗名

单”公布制度实施后，我市首个被列

入“黑名单”并受处罚的客运驾驶员。

鄢某是在今年2月中旬的一次

行车途中被查获的。当日上午，其从

英林镇下伍堡往石狮方向行驶，因前

一天晚上饮酒，金井交警中队例行检

查时发现其还有酒精味。经送往医

院抽血检测，酒精含量为54.68mg/

100ml，属酒后驾驶。鄢某被依法行

政拘留15日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根据相关规定，案件随后被移送

石狮交通部门。根据今年起正式实

行的新泉州道路客货运驾驶员“不适

岗名单”公布制度，饮酒后驾驶，驾驶

员直接列入“黑名单”，且公布期为最

长的5年。这期间，任何客运公司不

得聘用该驾驶员。如果被发现聘用，

一年内主管部门不会受理违规企业

新增运力的申请。

而昨日，该车所属客运公司反馈

整改情况，对该行为进行了追查，责

令班车的承包经营者当即对鄢某进

行解聘，同时班车停班3天。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王守祥）

本报讯 由石狮日报社、石狮市文体旅游新闻出

版局、石狮市总工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石狮市企业

员工歌舞大赛拉开了序幕，即日起至4月17日，年满

16周岁的企业员工都可报名参加，报名地点位于我市

德辉广场一楼客服中心。这是记者昨日从活动承办

单位德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的。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赛旨在通过活动

的开展丰富我市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营造我市浓厚

的企业氛围。参赛选手无需缴纳任何报名费用，可以

单独报名参选，也可以多人组合报名参赛，组合人数

不限。本次比赛于4月3日-25日进行初赛，通过依次

晋级的方式选优，冠军可获得5000元奖金及奖品。

（记者 刘巧丽 王文豪）

本报讯 记者从泉州边检站了解到，从3月23日

起，因船舶年度例行检修，泉金航线客轮“泉金”轮停

航一个月，泉金航线班次将调整为6班次。

据泉州边检站工作人员介绍，泉金航线每天共有8

个航班，“泉金”轮担任其中4个航班的出入境运输任务，

因“泉金”轮进行年度检修，受此影响，泉金航线由每天8

个航班调整为每日6个航班，期间每日16：10出境航班与

16：20入境航班取消，其他航班时刻均保持不变。

目前，泉州边检站已通过微博、微信、边检提示牌

等方式，广泛发布航班变动消息，提醒旅客合理安排

行程，避免因“泉金”轮检修造成行程耽误。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洪燕森）

石狮法院审理首起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加工销售病死猪肉 三名被告被判刑
加工场所未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卫生状况堪忧

一包子加工点被查

（上接一版）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同时，我市地下管网密集，很

多管网设施采用拉管、顶管等方式建

设，从地下穿过建筑的管网设施为数

不少。在小区内私自挖掘地下室有

可能对地下管网造成破坏，影响管网

设施的安全运行。此外，此类违法行

为也损害到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若不及时查处，有

可能导致其他业主跟风违法建设。

根据省、泉州、石狮三级有关“两违”

治理的政策措施，执法部门必要时可

函告供电、供水等部门，对违法建设

断电、停水，并可函告房地产登记中

心，冻结其“两证”办理及交易、抵押

等业务。

在经过深入的说服教育后，业主

杜某最终认识到该违法建设的严重

性，开始积极主动配合整改。今年2

月3日至3月11日，杜某用一个多月

时间对违法挖掘的地下室进行深度

加固支护。之后，又采用砂石回填地

下室，并用水泥浇灌硬化，使地下室

恢复了原状。有关工程管理人员估

算，由于杜某采取人工方式挖掘，且

只能夜间偷偷施工，其施工成本很

高。从挖掘地下室到回填恢复原状，

保守估计，杜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

过20万元。

另据执法部门介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

定，对未经审批的违法建设行为，

执法部门可依法强制拆除，没收实

物或违法收入，并最高可处以建设

工程造价百分之十的罚款。若违

建行为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

违建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记者 吴汉松）

关注肺结核，你我共参与

多部门开展
海上渔业安全生产检查

石狮法院
举行廉政主题演讲比赛

第三届石狮市企业员工
歌舞大赛拉开序幕

“泉金”航线客轮年度检修
每日航班调整为6班次

酒后敢开客车
司机进“黑名单”并解聘

系泉州新的“不适岗名单”公布制度实施后，我市查处的
首例客运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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