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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1日，本报曾刊发《两艘砂船非法采

砂被扣押》一文。昨日，记者从石狮市海洋与渔业局

了解到，被扣押的两艘非法采砂船目前分别被处以10

万元的罚款。

8月上旬，中国海监石狮市大队联合石狮海事处，

在泉州湾海域开展打击海上非法采砂专项执法行动，

并查获两艘违规采砂船。经调查发现，这两艘采砂船

在未办理相关证件、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

下，采用自吸式开采方式，共开采4300立方米海砂，涉

嫌非法采砂。石狮市海洋与渔业局依法给予两艘非

法采砂船分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针对近海非法采砂，我市采

取“零容忍”态度，通过海监、海事、海警和边防等涉海

单位开展跨部门的海陆一体化联合巡查方式，对海上

非法采砂行为形成围追堵截；海洋主管部门采取严厉

的经济制裁，探索海洋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处罚的衔

接，提高打击威慑力。根据泉州市政府相关文件精

神，自2013年6月起，泉州市对查获的非法采砂行为，

一律依据《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有关规定予以

最高幅度10万元的罚款处罚。 （记者 王国文）

本报讯 8月22日9时30分

许，晋江市陈埭镇宫口村菜市场

一卖肉摊位，一名2岁男童将左

手伸进正在运行中的绞肉机，卖

肉老板连忙切断绞肉机电源，但

悲剧还是发生了。小孩左手被

卡在机器扇叶里面，剧烈的疼痛

使得男童当场痛哭出声，正在旁

边卖菜的孩子父母立即拨打电

话请求消防官兵施救。

事故现场位于菜市场内一

卖猪肉的摊位，这名2岁男童左

手被死死卡在绞肉机里面，动弹

不得，还不时地往外流血，男童

因疼痛哭闹个不停，父母在旁边

急得团团转。

消防官兵首先对绞肉机的

多余部件进行拆卸，只留下绞肉

机的骨干，整个机器呈“T”形状，

通过绞肉机内部出口处，清晰可

见男童的手指被里面的扇叶紧

紧卡住，不得动弹，如果强行拉

出，肯定会造成二次伤害，而机

器的外壳是整块的厚实的不锈

钢，已经没有什么部位可以轻松

拆卸，只能采取切割。众人协商

后，决定用小型切割机对绞肉机

进行分块切割。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破

拆，消防官兵终于将绞肉机切开，

只见男童手腕处已经断裂近半，

伤口触目惊心，孩子的母亲更是

当场痛哭出声。虽然绞肉机内部

扇叶原本是可以抽动的，但由于

男童的手被卡得死死的，根本无

法动弹，消防官兵继续对内部扇

叶周边的外壳进行切割取出扇

叶，男童这才成功获救。

肉铺郑老板称：“我是卖猪

肉的，他们一家是安徽的，平时

也都在这里卖菜，我们的摊位离

得比较近，早上孩子跑过来玩，

我也不知道他会突然将手伸进

绞肉机。”事发后，晋江西滨派出

所前往现场调查处理。

据悉，受伤男童先被转至晋

江市医院治疗，后转院至晋江市

中医院准备手术。据晋江市医院

急诊医生介绍，男童左手手腕及

手心处被割伤得比较深，肉都翻

出来了，具体伤情有待进一步诊

断。

（记者 陈剑苹 通讯员 黄进发）

晋江陈埭宫口村菜市场

小手伸进绞肉机
两岁男童手腕断裂

本报讯 8月20日晚11时

左右，湖滨街道福利东路一幢宿

舍楼一楼车库起火，造成10余

部摩托车、电动车及小车受损或

损毁，两名幼儿受伤。其中，6岁

男童已经出院，但刚出生9天的

男婴仍住院治疗。（详见本报8

月21日、8月22日相关报道）

昨日，记者从华侨医院获

悉，男婴已被确诊为吸入性肺

炎，致病原因与吸入火灾浓烟

有关。据男婴主治医生介绍，

目前，男婴家属正在为其办理

转院手续，转至泉州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

（记者 张泽业 林恩炳）

《摩托车起火爆燃 宿舍一楼连烧多车》追踪

男婴吸入性肺炎 拟转院至泉州

本报讯 8月22日上午11

点40分，湖北省阳新县一学校

的老师带着7名学生来到永宁

黄金海岸游玩，却在不知潮汐

规律的情况下，被汹涌的潮水

困在礁石上，幸好海泳义务救

生队员及时赶到，将他们救回

岸边。

据悉，师生一行人是来石狮

参加舞蹈比赛的，学生中年龄最

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也只有12

岁，来自内陆的他们并不了解潮

汐规律，由老师带领他们到黄金

海岸游玩，一起到洛伽寺旁的礁

石上玩，因在礁石上的时间较

长，在被涨潮海水包围后才反应

过来，此时潮水涨得很快，不断

“吞噬”他们所站立的礁石，眼看

着立足之地不断缩小，师生赶紧

大声呼救，幸得驻守在此的海泳

义务救生队员及时发现。在第

一时间内，救生员迅速带着救生

工具入海，游到师生被困的礁石

边，将他们一个一个连拖带拉地

安全送回岸边。除了这8名师

生，还有两名游客也一同被救回

岸边。

海泳协会提醒：到永宁海边

游玩，最好先询问渔民关于当天

的潮汐时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才能畅快游玩。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吴金峰）

永宁黄金海岸

师生被困礁石
海泳队员救援

本报讯 8月19日晚，本报新闻热线接到群众反

映，石锦路附近的梧园自然村地域有人随意焚烧垃

圾引发火情，消防官兵已前往现场灭火。群众认为，

梧园自然村拆迁后虽然已无人居住，但该地域现有

两家停车场，随意焚烧垃圾极易引燃停车场内停放

的车辆。

昨日下午，记者前往现场走访，经过两家停车场

后拐入梧园村地域，记者在一家水泥路右侧找到焚烧

垃圾处，尽管大多数垃圾已经烧成灰烬，但可见路边

还有不少废旧运动鞋。来电群众表示，当晚燃烧后冒

起了巨大的黑烟，气味刺鼻，燃烧物应为塑料类制品，

“应该查查是什么人来倒的，又是谁放火烧的。”

除了此处灰烬外，在不远处的道路下方还堆积着

大量的废旧木板。而离这处灰烬约百米远即是停车

场，场内停放着大量的违章车辆或废旧车辆。车场管

理人员向记者表示，“应该是拣垃圾的人烧的”，而且

能够进入该地域的道路不止车场入口一条。

有关人士呼吁，梧园自然村拆除后变成垃圾场，

随意焚烧垃圾存在火灾隐患，希望有关方面加以监

管。 （记者 林恩炳）

本报讯 8月21日晚10时许，

一男子跳入泉州航空酒店旁的内

沟河，光着上半身，在河内来回走

动，任由民警劝说都不肯上岸。

接到报警后，两名水性较好

的消防官兵立即携带救生绳、救

生衣等工具，下水对男子进行救

援。由于男子不配合救援，官兵

在劝说男子上岸的同时，迅速把

救生绳绑在男子的腰间，把男子

拉上岸。

据了解，当晚男子酒后骑电

动车经过该路段时，正好遇到民

警在查酒驾，一紧张就跳进内沟

河。随后，男子被带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

霞 林涛）

本报讯 路面污水横流，在自家门口卸货都难落

脚，这让在兴东八路健雄工业大厦旁开店的蔡先生

十分苦恼。上周，蔡先生致电12345反映该处多家快

餐店乱排放污水，导致马路成了“脏河”，环境也脏乱

不堪。

8月19日上午，记者在兴东八路看到，该路一侧

有多家快餐店，店员正忙着洗菜、洗厨具，污水直接

从路旁一条明沟排出。由于不少店家排放厨余污

水，下水道被烂菜叶、米粒等食物残渣和油污堵住，

明沟排水不通畅，污水外涌，顺势流到健雄工业大厦

路段。蔡先生表示，一遇到下雨天，污水和雨水混流

到马路上，过往行人难以落脚。

记者从湖滨街道了解到，曾坑社区工作人员已

协调附近业主疏通下水管道，并责令附近商家将周

围环境清理干净。 （记者 庄玲娥）

石湖小学外红绿灯
交警实施优化调整

8月18日，市民来电反映：

蚶江镇石湖小学路口红绿灯处，

车辆左转进入石湖大道（码头大

道）时，对面车道的车辆也可以

直行，此举给市民行车造成一定

的安全隐患，建议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红绿灯亮灯顺序。

当天，市交通警察大队技

术人员已对该路口进行实地勘

察，根据该路口车流量统计，综

合人行安全和车行需求，已对

该路口方案进行优化和调整。

石灵路一商家
占道经营影响通行
灵秀镇城管加强巡查整治

8月18日，市民来电反映：

石灵路300号附近一商家占用

人行道，使用蒙古包经营大排

档，导致行人无法通行，望有关

部门前往核实处理。

接到投诉后，灵秀镇工作

人员立即协调镇城管人员前往

整治，并要求城管人员今后加

大对此处的巡逻力度，一经发

现占道摊贩立即劝离。

厂区围墙外
灯架倒塌很危险
宝盖镇协调加固并拆解

8月16日，市民来电反映：

东港路与回兴路交叉处靠近富

贵鸟厂区的围墙上，有3个钢

管灯架倒塌，十分危险。

经宝盖镇工作人员和富

贵鸟厂方协调，该厂已派人

到现场处理，进行加固钢管，

并把倒塌的灯先行拆解下

来。

管道破损坍塌
人行道现大窟窿
水务处立即修复

8月5日，市民来电反映：

八七路海晟烟草大楼门口人行

道上，有一长度约40厘米、宽

度约40厘米、高度约3.4米左

右的四方形窟窿，存在安全隐

患。

次日上午，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水务处管理维护股工作

人员协同南片区维护队到达

现场调查核实。经核查，该处

因管道破损、雨水冲刷导致水

土流失，造成路面坍塌。工作

人员立即协调修复，现已修复

完成。

嘉禄路椰子树
枯叶掉落砸到人
湖滨街道协调清理

8月17日，市民来电反映：

嘉禄路嘉禄花园附近，两侧椰

子树经常有枯叶掉落，偶尔会

砸到路人，存在安全隐患。

经湖滨街道工作人员核

查，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工作

人员当即交代保洁员买来工

具，将枯叶清理干净。工作人

员还要求该地段的保洁员今后

要加强对该区域树木的检查清

理工作，及时清理枯叶。

（以上稿件由玲儿整理）

1.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享有补

贴？

答复：早期办理独生子女证
的独生子女父母享有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需符合以下条件：①.石狮
户籍；②.非国家工作人员（辞职、
退休、被辞退、开除均不符合）；③.
年龄方面：城镇户口：男女双方均
需满足55周岁才可享受（54周岁
可开始申请），农村户口：男方满
足55周岁，女方满足50周岁即可
享受（同样可提前一年申请）；④.
未违反计生情况。

申请流程：先向村委会申请，
村委会将材料上交至镇政府审
核，最后再到市里审批。奖励标
准：普通群众每月300元，一次性
发放个人年度补贴3600元；若是
低保对象，一次性发放个人年度
补贴4800元。详情建议市民可向
村委会咨询。

2.户口簿丢失如何补办？

答复：户口簿丢失需到户口
所在地村（居）委会开具丢失证
明，后户主本人携带身份证及丢
失证明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补办
户口簿。

3.如何办理赴港澳探亲签证？

答复：应携带本人身份证明
及港澳关系人身份证、回乡证复
印件及关系证明等材料到窗口受
理。详情可咨询出入境大队电
话：88719081。

（玲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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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核实

长林东路
何时动工铺设？

“状元福邸旁长林东路已招

标完成，何时开始动工？”8月19

日，市民来电咨询状元福邸小区

旁的长林东路已招标完成，但迟

迟不见动工，给市民出行带来不

便，建议尽快开工铺设。

部门回复：经湖滨街道国土
办工作人员核查，长林东路目前
暂时无法动工。因为长林东路地
下有一条建设中的水沟经过，该
水沟由道路指挥部建设，需等待
水沟建成，长林东路才能建设。
且该路段有6个变压器，需要居民
同意方能迁移，尚有部分居民未
同意。

伍堡新大街
雨天排水不畅

8月13日，伍堡新大街旺嘉超

市路段每逢下雨天，雨水堵塞无

法排水。有时积水的水位涨至膝

盖，致市民无法通行。

部门回复：经过协调，鸿山镇
两委会决定，由镇政府拨付一笔专
项资金给伍堡村委会用于下水管
道清淤，现正在办理中，并联系施
工队伍。

（以上稿件由玲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