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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福建边防总队在晋

江国际机场和长乐国际机场同步开通

出入境自助通关系统，旅客只需在设有

自助通道的口岸刷卡或出示其他出入

境证件，通过按比对指纹、面相，即可完

成自助通关，所需时间平均仅5秒至10

秒，比平常的45秒加快了4倍，最大限

度地满足出入境旅客“快捷通关”的需

求。

福建边检部门友情提醒旅客，目

前，可以通过自助通关的旅客主要包括

持已采集指纹信息或已备案的电子普

通护照入境的中国公民；持已采集指纹

信息或已备案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

和有效赴香港或澳门签注的内地居民

等7类旅客。

据泉州边检站业务科科长庄严介

绍，符合自助通关验放范围的旅客进入

验放区域，持新版因私电子护照的旅客

首先将护照有国徽的一面朝上，封底芯

片平放到阅读设备的识别区3-5秒（持

往来港澳通行证的旅客将个人资料页

向下平放至识别区；持港澳居民回乡卡

的旅客将卡片背面机读码向下平放至

识别区等待证件识别），等待证件识别

直至显示器“请勿移动证件”字样消失、

“请把护照取回”字样出现后，旅客即可

取回证件。此时，第一道门闸会自动打

开。

在第一道门闸打开后，旅客携带好

证件，进入通道，按照屏幕提示信息，正

视前方摄像头，取下眼镜、口罩、帽子等

面部遮挡物，并将备案时采集指纹的手

指平放至“指纹采集区域”约3秒，比对

成功后，第二道闸门会自动打开，全部

通关步骤完成，旅客带好随身物品走出

通道即可。

福建边检部门友情提醒旅客，晋江

国际机场和长乐国际机场，暂未开通信

息采集备案功能。如携带大件行李物

品、需加盖验讫章的旅客，建议使用人

工查验通道通行。另外，不足1.2米的

小旅客是不能通过自助通关系统的。

（记者 洪亚男 洪诗桂 通讯员 洪

燕森）

本报讯“基本都没得
休息，午餐就由公司管理人

员送到驾驶员车上，就地解

决了。”公交公司综合股室

相关负责人坦言，每年的

“五一”，对于公交驾驶员来

说，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钟

表，铆着劲在运转。

和一般人节假日即可

放假休息相反，节假日交

通人恰恰是活儿最忙的时

刻，尤其是前往景区的城

市公交。因此，5路往黄金

海岸的线路，昨日基本都

是超负荷运转。

昨日上午8点半，记者

前往塔前公交停车场，尽

管下着小雨，但搭乘5路车

的游人乘客依旧挤着要上

车。“平时，5路公交安排18

部车，今天临时抽调了两

部车，共20部车在跑。”该

负责人介绍，不仅车增加

了，运营时间也延长了一

个小时，来回总共增加40

个趟次，“末班从黄金海岸

回程的车，7点半才会走。

到时候如果那里还有很多

旅客，我们也会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延长服务时间。”

正常情况下，一条班线

一天来回能跑12个趟次就

不错了。但昨日，为了提高

运转速率、服务乘客的乘坐

需求，驾驶员的午餐基本直

接在车上解决了，“公司全

员上岗，管理人员也到各车

场维持秩序，随时做好调度

工作，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和

旅客的需求。”

（记者 康清辉 通讯

员 黄世柏）

本报讯 昨日下午4时许，北环

路上浦村路段，供水公司的抢修工人

正在紧急修补一处破损管道。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3名抢

修工人穿着工作服在四米左右的

深坑中紧张地修补着破损的管

道，由于该管道口径较大且破损

情况有些严重，坑内的泥土已经

被水浸泡成泥浆，四周还不时有

松软的泥土滚落。“早上八点就到

了，一直忙到现在，就快要完工

了。”抢修工人吴师傅告诉记者，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全年二十

四小时待命，哪里出现状况，我们

便要及时赶过去维修。因为我们

是供水公司，所以我们不能耽误

一分一秒。”交谈中，记者还了解

到，吴师傅已经在抢修队伍工作

近十年时间，而在不远处还有一

支抢修队伍正在紧急修补着另外

一处破损管道。

五月一日是“五一”劳动节，许多

劳动者坚守岗位，在劳动中度过属于

自己的劳动节。

（记者 张泽业 高荣芳）

本报讯 昨日是“五一”小长假的

第一天。上午10点-11点，天公不作

美，就在人们开着车准备前往度假地

时，永春、南安等高速路段下起了大

雨，造成泉州高速龙阁岭隧道附近发

生多起汽车追尾事故，泉州往三明等

方向的车道更是排起了长龙，通行缓

慢。高速交警从10时29分至11时

左右，对高速公路永春入口处进行交

通管制，指引车辆从国道通行。而省

新服务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汽车，活

脱脱从服务区变成了停车场，上厕所

的市民排成了长龙。

据高速交警昨日下午6时发布

的数据，仅“五一”假期首日，泉州高

速辖区共发生100多起汽车追尾小

刮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

提醒：泉三高速和莆永高速的并线路

段，因车流多、隧道狭窄，是易堵路

段，市民出行尽量避免行驶这个路

段。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颖）

《通知》明确，提

出要强化安全发展

规划，着力打造全国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工作要求，落实

创建活动工作规划，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创建步伐，部署安排考评迎检工

作，结合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考评指标体系的内

容，逐项逐条认真对照检查，收集、整理创建活动资

料，并做好查缺补漏和巩固完善提升工作，确保6月

底前通过考评验收。深入开展“安全园区”、“安全社

区”创建工作，确保全市所有的镇（街道）全部通过安

全社区考评验收。科学规划工业园区，合理优化产业

结构布局，全面淘汰“十五小企业”、“五小企业”，推动

技术工艺装备升级。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准入机制，严

格安全生产行政审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逐步提高

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水平。

（记者 陈平 通讯员 王丹蓉）

本报讯 昨晚，晋江市公安局龙

湖派出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电话称，

其在中山街某川香馆被一名顾客殴

打。接警后，民警快速出警，由于现

场围观人员较多，秩序较为混乱，民

警遂将当事的汪某、林某带回派出

所处理。

经了解，当时林某和朋友到汪

某经营的川香馆吃饭。上菜后，林

某觉得太辣不合自己的胃口，便说：

“菜不能这么做，这样下去饭店早晚

要倒闭。”汪某见客人这么评价自

家店里的菜，忙向顾客解释。但话

只说到一半，林某抬起右手朝他就

是一巴掌。不甘心白挨一记耳光又

不想与客人冲突升级的汪某，于是

到店门口打电话报警求助。

由于该案情节轻微，且双方均有

调解的意愿。因此，民警本着自愿、

公平、公正的原则帮双方进行调解。

最终，林某向汪某赔礼道歉，支付在

餐厅消费的菜金共计115元人民币，

并保证不会再因此事挑起事端。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潘惠辉）

顾客与老板起纠纷 民警连夜调解

本报讯 近日，泉州交通委结束对全市交通2014

年度行政审批工作的检查，石狮交通行政审批窗口获

得第一名。

“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站

式办公”，在道路运输许可方面，石狮交通行政审批服

务窗口全面推行标准化管理。“为了确保审批的精准，

我们重新审核了审批事项的设立依据，根据审批工作

实际对项目进行剔除与新增，按照程序规范、简明清

晰、方便办事的原则形成行政权利清单并向社会公

布。”交通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基础上，石

狮独立制定发布了涵盖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

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等方面的行政服务标准体系，

且在年前顺利通过省标准院专家组验收。

日常审批工作中，石狮交通审批窗口则按照“环

节最少、时间最短”的要求，细化分解审批时限，严格

推行即办件“一审一核”，承诺件不超四个环节，其中

现场勘察不超3个工作日的审批流程总体设置要

求。此外，窗口积极拓宽服务渠道，延伸服务时间，在

业务股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为承诺件开辟绿色

通道，使办理时限在原有承诺时限基础上再压缩一

半。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郑颖颖）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获

悉，为认真贯彻泉州市公安局、泉州银监分局《泉州市

2014至201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工作方案》

的工作要求，自4月23日起，市公安局联合市银监局

组织各金融系统保卫人员对石狮市所有金融网点进

行安全评估。

据悉，评估组成员严格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安

全评估标准》对我市各金融网点进行检查、评估，检查

的总体情况较好，但也存在一些硬件设施不符合规

定、各类安全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以及少数员工安全

防范意识薄弱等问题，对以上暴露出的问题已责令相

关银行业单位抓好整改落实。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林佑善）

本报讯 新行政诉讼法将于5月1日施行，为增进

群众对新行政诉讼法的了解，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法

制环境，即日起，石狮法院决定开展“新行政诉讼法及

司法解释宣传周”活动。

活动期间，石狮法院将开展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

解释专题法律咨询活动，分发行政诉讼宣传手册，引

导市民正确看待行政诉讼法，有序行使诉讼权利；石

狮法院还将邀请市人大、政协及相关行政机关召开座

谈会，主动介绍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

定，切实将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施行的各项准备

工作落实到位。同时，石狮法院还将通过门户网站、

微博、微信等平台，全面正确解读新行政诉讼法及司

法解释的新精神和新规定。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曾怡明）

本报讯 昨日上午，石狮市

东明教育促进会在会所举行“庆

五�一迎五�四”首届艺术文化交
流活动，开展书画观摩交流会，

象棋、围棋、乒乓球竞赛及灯谜

竞猜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促进会

会员及家乡乡亲的节假日生活。

东明教育促进会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已经是东明教育促进

会连续多年在“五一”国际劳动

节期间举办会员节庆活动，此次

活动还增加了书画观摩交流会，

进一步加深会员之间的感情。

据悉，东明教育促进会成立19年

来，每年开展奖教助学活动，促

进会及其会员所设立的教育公

益基金近两年内就发放奖教助

学金44.5万元。此外，会员们慷

慨捐资支持建设鸿山第二中心

幼儿园，为推动家乡公益事业发

挥表率作用。 （记者 邱育钦）

东明教育促进会举办艺术文化交流活动

晋江国际机场启动出入境自助通关系统
5-10秒完成自助通关

五一首日 泉三高速堵堵堵
发生100多起汽车追尾刮擦事故

本报讯 4月30日下午，石狮消防大队湖滨中队官

兵来到实验中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疏散逃生

演练。

演练结束后，消防官兵还为大家展示了消防逃生

气垫，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对油盆灭火的扑救

以及跳逃生气垫进行现场演示。在现场观看的同学

热情高涨，跃跃欲试。

通过此次消防疏散逃生演练，增强师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提高消防技能，进一步增强师生在面临危险

时的自我保护能力，为创建平安校园奠定坚实的基

础。 （记者 陈剑苹 通讯员 余培娇）

本报讯 因对某女子有好

感，男子柯某竟尾随该女子进

入女厕所，偷窥其上厕所。该

女子发现后报警，柯某被警方

抓获。

前日下午，宝盖派出所接

到宝盖一公司员工小李报警

称，她上厕所时被人偷窥。民

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柯某，并于

当晚7时在石狮市一公司内将

柯某抓获。

经审查，前日下午，柯某

到宝盖一公司安装电脑，顺便

给该公司做电脑维护。下午4

时许，柯某从办公楼二楼男厕

所走出来，恰好小李到旁边的

女厕所上厕所。因为常常到

该公司做电脑维修，柯某对小

李产生好感，于是柯某尾随小

李进入到女厕所偷窥。小李

上完厕所，柯某马上走出厕

所。他的这一举动被小李发

现并报警。

目前，柯某涉嫌侵犯隐私，

被依法行政拘留4日。

（记者 柳彩霞 通讯员 洪

清雅 魏薇）

供水公司员工 紧急抢修破损管道

公交驾驶员：
为多跑一趟在车上用餐

因有好感 男子偷窥女子如厕

石狮法院开展
司法解释宣传周活动

公安机关
开展银行业安全评估工作

石狮交通行政审批
获泉州年检第一

消防演练走进实验中学

着力打造
全国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2015年石狮市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解读2

本报讯 为确保节日

期间全市人民群众用药

安全，维护药品市场秩

序，近日石狮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

员开展了节前药品安全

检查工作。

此次检查重点加强市

区商超内、学校和医院周

边地区以及乡镇农村卫生

所室和小药店的监督检

查。围绕“进、销、存、人”

四要素，加强随货同行单、

发票、销售小票

“三票据”管理，

核查“票流”、“码

流”可追溯，严厉

打击经营使用假

劣药品违法行

为。

截至目前，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共检查药品经营

使用单位50余家，查处违

法经营使用药品两起。通

过监督检查，增强了辖区

药品经营使用单位的安全

意识，有效消除药品安全

隐患，督促药品安全监管

责任进一步落实，提高药

品从业人员依法经营和诚

信自律意识。

（记者 谢艳 见习记

者 林本鸣 通讯员 蔡再裕）

石狮开展“五一”节前
药品市场安全大检查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食药监管

联办

关注“五一”劳动节

本报讯 凌晨时分，一双黑手悄

无声息地推开房门，一道黑影一跃

而过，家里的贵重财物都被盗。

近来，住在蚶江镇菜市场附近

的楼房入室盗窃案频发，居民谈贼

色变，惶恐不安，有人戏称是“鼓上

蚤”进城了……

同一区域入室盗窃警情频发引

起石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重视，

组织专案组深入调查。专案组秘密

进驻案发区域走访摸排，几名撞见

盗贼的居民向侦查人员反映嫌疑人

的几个特征“凌晨时分作案”“肤色

黑、速度快”“身材矮小”等。

结合居民反映的特征，专案组

经过连日侦查，一湖南籍男子逐渐

进入警方的视线，有重大作案嫌

疑。4月24日下午，专案组在石狮曾

坑厝头一出租房抓获犯罪嫌疑人龚

某龙（男，44岁，湖南保靖人）。

经查，龚某龙在2009年因盗窃

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重

操旧业，凭借矫健的身姿翻墙入户，

以撬门的方式盗窃作案十余起。目

前，龚某龙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石狮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进伟）

刑满释放重操旧业
“鼓上蚤”再次落网

本报讯 做生意有成功也

有失败，有的人失败后重整旗

鼓，而有的人却破罐子破摔，堕

落到靠盗窃营生。日前，宝盖派

出所依法刑拘两名上演双簧盗

窃的嫌疑人。

据民警介绍，37岁的犯罪

嫌疑人陈某，去年生意失败后，

整天被债主追债，无奈下，他整

天借酒消愁。期间，他认识了王

某。经王某提醒，两人合计上演

一出双簧计，在发现沿街有店面

单独一个人看店时，两人进入该

店，一人假装买东西吸引店员注

意，另一人趁机把店内财物偷

走。

两人果真配合“天衣无

缝”。经审查，两人在石狮及晋

江各地盗窃沿街店面手机等财

物十余起。目前陈某因涉嫌盗

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店铺经营户要提

高警惕，加强防范，避免财产损

失。（记者 柳彩霞 通讯员 李庆芳）

伙同他人演双簧参与盗窃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