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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公安局主办

压发案�打盗抢�创满意

广告

石狮市第六届婚博会将于7月22日举办，本届活动以

“佳+缘”为主题。为深入推动活动开展，即日起，石狮市第六

届婚博会启动“钻石婚”及“金婚”伴侣征集活动。

据悉，石狮市第六届婚博会活动内容包括商家展览廊、

婚纱秀展现、宴会主题美食展、舞美3D婚礼秀、婚博品鉴晚

会（闽南婚礼文化舞台剧）、钻石/金婚典礼、现代婚礼秀、特色

走菜秀展现、文艺节目演绎以及抽奖活动等十个精彩篇章。

其中，在“钻石/金婚典礼”环节中，应邀到场的“钻石婚”及“金

婚”伴侣不仅可免费获拍一组婚纱照，还将拥有一场难忘的

“爱情典礼”。另外，活动还安排特殊环节，邀请“钻石婚”及

“金婚”伴侣现场讲述其“白头偕老”的故事，让广大市民群众

感受和谐婚姻理念。

“佳偶天成，缘定终身。”由石狮市委文明办、石狮市委社

会工作部、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石狮日报社联

合主办，五洲佳豪石狮万佳店承办的石狮市第六届婚庆文化

博览会，旨在整合城市及周边的婚庆产业链资源，打造完整、

专业的产业链，从而解决人们“多头跑”的婚庆问题。值得一

提的是，中国烹饪协会“2018（第十二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

大会和中国餐饮行业改革开放40年纪念大会”于日前在北京

召开。其中，五洲佳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荣获“改革开放40

年中国餐饮行业创业发展突出贡献企业”、福州五洲佳豪酒

店投资有限公司荣获“2017年度中国餐饮五百强门店”“2017

年度中国餐饮业知名正餐品牌”，福建五洲佳豪集团总裁蔡

健康本人荣获“改革开放40年中国餐饮行业企业家突出贡献

人物”等。此将进一步助力“石狮婚博会”的品牌打造。

我市有意向报名参与“‘钻石婚’及‘金婚’伴侣”征集活

动的市民群众，可拨打电话0595-83338777，登记伴侣的具体

结婚时间、双方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另外，也可将上述资料发

送至邮箱626570155@qq.com。 （王文豪）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

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因非法采

挖海砂、没有采取先围后填方

式进行填海或者使用有毒有害

的固体废弃物填海、围海，造成

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并处以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严厉打击违法采砂用

海行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依据《关于办理非法

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5号）规定，未取得

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

取得采矿许可证，采挖海砂，

情节严重的，以“非法采矿罪”

定罪处罚。下列违法行为属

于“情节严重”情形：1.开采的

海砂价值在十万元以上的，或

者造成海砂资源破坏的价值

在十万元以上的；2.二年内曾

因非法开采海砂受过两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开采

海砂行为的；3.造成生态环境

严重损害的；4.造成海岸线严

重破坏的。

【非法采矿罪】违反矿产

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

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

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

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

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

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破坏性采矿罪】违反矿产

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

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

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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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采挖海砂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处罚规定

近期，石狮部分沿海出现赤潮，

海水一夜变红，这是一种由某些浮

游藻类暴发性繁殖引起的水体变色

现象，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异

常现象。

在一般情况下，海水中大鱼吃

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

物。一旦海水中的营养过度，生态

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又恰逢大气、

水温等条件适宜，浮游藻类便会迅

速大量地繁殖，这时赤潮便顺势发

生了。引发赤潮的藻类植物在海洋

中多达300多种，根据引发赤潮的

生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海水有时

也呈现黄、绿、褐色等不同颜色。比

如近几年新定义的褐潮、绿潮等，还

有研究指出，如梦似幻的“蓝眼泪”

奇观亦属于赤潮的一种，其优势种

为夜光藻。

引发赤潮的藻类植物还有无毒

与有毒之分。鱼虾贝类一旦把那些

有毒藻类吞进体内便会中毒，直至

死亡。而即使是无毒藻类，也可能

成为鱼虾贝类的大敌，无毒藻类不

但会堵住它们的呼吸器官，还会抢

夺海水中的氧气，缺少氧气的鱼虾

贝类只能面对死亡。如果人们误食

了被赤潮污染的鱼和贝类，就会对

健康造成危害。

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的

消息，此次石狮沿海发现的赤潮生

物优势种为链状裸甲藻，便是一种

有毒藻类，链状裸甲藻可生产麻痹

性贝毒，被贝类生物滤食后，可在体

内积累毒素。麻痹性贝毒中毒的最

初症状为唇、口和舌感觉异常和麻

木，继而这些感觉波及到靠近脸和

脖子的部分，指尖和脚趾常有针刺

般痛的感觉，并伴有轻微的头痛和

头晕等症状。消费者一旦误食，严

重甚至可导致死亡，因此若出现中

毒症状，请尽快就医。

当然，市民也不必恐慌。当赤

潮发生时，市相关部门会发出预警，

发生赤潮海域的海产品禁止上市销

售，等赤潮过后，抽检合格才会允许

上市销售。市民在赤潮预警期间，

不要在市场上购买非正规渠道销售

的贝类水产品，不要采捕和购买食

用野生的贝类，以防中毒事件的发

生。发现有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售

卖行为的商贩，应及时向监管部门

报告。同时，为以防万一，食用贝类

等海产品时应去除内脏食用；在烹

饪时，一定要煮熟煮透，高温下会大

大降低微生物污染所造成的食源性

风险；避免食用贝类周边内脏、生殖

器及卵子等发黑的部位；尽量减少

食用频率，单次食用量不宜太多。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林启猛）

赤潮是什么？

从告别1.0毛坯时代，到淘

汰2.0基础时代，再进入精装3.0

时代，普通的传统装修，渐渐无

法满足人们对品质住宅的追

求。如今，石狮�碧桂园作为智
慧生活迭代之作，用心雕琢每

个细节，以科技向人居致敬，将

云系统、智能化科技融入生活，

即将开启石狮品质人居与前沿

科技完美结合的新视野！

石狮�碧桂园重磅打造智
慧五星体验馆，将启动业主与

家的零距离互动，带您亲身体

验科技给人居带来的改变；将

现代科技、精工府系的东方风

华和石狮深厚底蕴相融合，带

您率先领略智慧人居规划、智

慧社区、智慧安防、智慧家居四

大科技人居板块，致力于给您

一个五星级的家。

智慧人居规划：构筑宜居

社区。石狮�碧桂园紧邻西洋
公园，社区采用围合式布置，

高层环抱别墅，中轴水流贯穿

其中，留住源源财气。考虑石

狮人的生活习性及居住品质

要求，合理规划布局楼栋，最

大限度保证通风采光和景观

视野。

智能社区：打造全龄化健

康共享社区。全面升级社区生

活体系，规划人性化社区功

能。打造儿童成长系统功能

区，成人运动功能区、长者服务

中心等，更贴心设计夜光跑道，

随时随地皆可畅跑。连接安心

家平台，共享wifi云社区、智能

收发系统、智能车辆管理系统

等系统，实现手机扫码快速进

出小区，无需停车刷卡，车牌识

别直接进出等服务。

智能安防：连接智慧安心

家平台。社区四重安防系统是

以中央监控中心，人防、物防、

技防三维一体的安全保障模

式，电子脉冲围挡装置、智能门

禁管理系统，24小时保障您和

家人的安全。智慧家居通过物

联网云技术，采用数字可视对

讲、红外感应探测等构筑多重

智慧安防系统。

智能家居：实现最舒适人

居方式。石狮�碧桂园根据人
体工程学原理，匠心打磨每一

个角落，实现最舒适的人居空

间。打造约85-90cm厨房台

面，减少厨房操作带来的劳

累。精心配置精致耐用品牌建

材，打造更放心的高品质家居

生活。

即将揭秘：悉心打造七重

皇家园林。由享誉业界的梁国

坤先生带领碧桂园园林景观团

队，秉承细致的匠心精神，将高

尔夫球场地形设计融入其中。

石狮�碧桂园至美示范区，结合
新中式园林精粹，精选罗汉松、

泰山石、金桂等名贵石材及树

种，规划诗意中庭庭院景观。

悉心打造由大乔木、小乔木、灌

木、亚灌木、时花、绿地等组成

的七重立体园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林

梦，每日被清风唤醒，闻着青草

的香气入眠。推窗即见郁郁葱

葱，开门即是鸟语花香，日子舒

缓如坠桃源。石狮�碧桂园，每
寸园林皆精雕细琢，打造移步

易景的园林美境。优质的花园

式生活气氛，让您每天归家轻

松拥有好心情。

广告

【人物名片】：吴振
宇，男，1989年10月生，
本科文化，中共党员，二
级警司，现任石狮市公
安局蚶江派出所厝仔责
任区民警，先后荣获两
次嘉奖，一次优秀公务员，一次先进个人等荣誉。

2017年工作调整，吴振宇担任责任区民警，他立

足辖区实际情况，组建严密的社区防控网贯穿于警

务工作之中，大力推进平安建设活动，创建全市首个

由老大爷组成的“厝仔大爷”平安建设服务队、青少

年校外教育辅导站，以实有人口分片区管理包干为

重点，以农村警务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视频监控中

心为平台，以治理“治安盲点”为突破口，将社区警务

室建成治安防控的支撑点、矛盾纠纷的化解点、情报

信息的汇集点、服务群众的办事点。

守护：巡防保平安 破案显威力
厝仔警务室以“三级巡防”改革为契机，依托派

出所的一体化指挥子系统平台，整合辖区视频监控

资源，并科学合理部署警力最大限度屯于路面，实时

掌握街面警力的分布与轨迹，达到闻警而动、就近集

结和应急处置的目标。得益于“三级巡防”，截至发

稿时厝仔警务室青莲村已呈现连续十一个月盗抢骗

刑事零发案的良好局面。

据统计，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吴振宇去年全年共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员56人，其中刑事拘留34

人，破获案件35起，抓获在逃人员3人，充分发挥了

警务室在维护社会治安和务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中

的作用，这点极为难能可贵。

创新：志愿平安服务 引领移风易俗
提到厝仔绕不开“厝仔大爷”，这是一支平安志

愿服务的品牌队伍。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更是一

种社会化推进平安综治服务的新智慧和新方案。“厝

仔大爷”协助社区民警开展禁毒、交通疏导、防火防

盗防诈骗安全意识宣传和纠纷调解等维稳工作。

吴振宇表示，“新石狮人”也将吸收进入“厝仔大

爷”，以共同的平安志愿服务进一步融合本地人和

“新石狮人”，达到和谐相处，同时“新石狮人”参加志

愿服务还可享受相应的新市民积分。

此外，“厝仔大爷”身着红色志愿者马甲，每当获

知哪一家有红白喜事，提前入户，劝导村民遵循《公

约》，助推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厝仔村也成为了移风

易俗的典范村居，2018年石狮市移风易俗主题巡回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特意在该村举行。

亲民：义务家教兴办 公益拍卖献爱心
亲民爱民一直以来都是厝仔警务室的光荣传统，

吴振宇下片厝仔之后，继承传统，并不断优化完善。

义务家教班里，整合闽南理工学院的高校生前来当志

愿教师，公益辅导厝仔周边学生的课业，同时义务家

教班也成为了民警传授平安防范知识的大课堂。

近期，义务家教班新推出了绘画班，借助高校艺

术在校生的绘画特长，手把手教孩子画画，进一步丰

富了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联系了世茂茂险王主

题乐园，举办公益拍卖绘画作品，倡导爱心服务弱势

群体的公益性活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吴静怡）

本报讯 6月11日上午，打算

在泉州经济开发区开汽车维修厂

的黄东旭，从泉州市直属运管所

审批窗口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经营

许可证，意味着他的公司可以正

式开展机动车维修经营了！这是

泉州实行“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以

来，第一本当场即办的机动车维

修经营许可证。

这一当场即办的审批模式是

“告知承诺制”，是开展行政审批

改革的新尝试。使用这一审批模

式后，申请人向审批窗口提交相

关资质材料，签署承诺书后，就可

以当场领取经营许可证。签署承

诺书，主要承诺自身符合审批条

件，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后续

监管等。

据了解，目前该政策还在试

点阶段，试点地区包括泉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泉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鲤城高新区、石狮高新

区）。“选择这两个区域作为试

点，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机

动车维修市场主体比较多，试点

意义比较大。”泉州市直属运管所

审批窗口负责人陈荣海介绍。

据了解，如果按照旧模式，办

理这一事项，需要花15个工作

日，申请人需经历“受理、审查、决

定（含办结）”三个环节。实行“证

照分离”试点，启用“告知承诺制”

模式后，简化了审批手续，降低企

业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

本，营造更为宽松的营商环境，实

现市场快速准入，让群众办事更

明白、更舒心、更快捷。

对于试点“告知承诺制”后，

审批提速了，但行业如何监管的

问题，陈荣海表示，交通部门也已

做好准备，工作重心将从重前期

审批向重后期监管转变，开启宽

进严管的新管理模式。

在企业领取许可证后，审批

窗口会在2个工作日内，将企业

信息告知企业所在地的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和交通执法机构。运管

机构将在2个月内到企业开展现

场监督检查，核查相关资质条件

和安全生产条件，对没有达到许

可条件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

的，将撤销经营许可。

当然，如果企业申领经营许

可证时弄虚作假，作出不实承诺，

以告知承诺制获得经营许可后又

被撤销、注销许可的，将被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名单，3

年内不能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许

可。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泳坤）

本报讯 昨日上午11时左

右，南环路建兴大厦通往嘉禄路

的一下坡处，一辆载有石方的卡

车翻下路沿，撞向路沿旁边一座

建筑工地工棚。卡车司机被困在

驾驶室内，消防、医院、交警等部

门赶到现场救援。当日中午1时

38分，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救

援，受困司机被救出，腿部受伤，

送往华侨医院救治。

当日中午11时50分，记者接

到报料赶到现场时，消防官兵已

展开营救。当事卡车撞倒路边工

地围墙，四脚朝天，一侧挂在路

沿，另一侧则压塌了路边工棚。

消防官兵一边向卡车底部冲水降

温，一边派出人员进入驾驶室内

救人。因腿部被卡在座位上，当

事司机被困车内，但神志清醒。

消防官兵使用了千斤顶、液压钳

等多种救援工具均未果，只好调

来大型吊车，将卡车往上稍微吊

起，才拖出受困司机的腿部。至

中午1时38分，消防官兵终于将

受困司机成功救出，送往医院救

治。

卡车为何翻下路沿呢？事发

时，同在车内的司机妻子续女士

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据悉，

当事卡车载着石方经这条路开上

坡准备驶入南环路时，路口突然

有车，司机松了油门踩刹车，因处

上坡处，卡车开始后溜，刹车也无

效，此时，后方也有多辆车欲上

坡，情急之下，当事卡车司机向路

旁打方向，岂料撞倒围墙翻了

车。事发后，续女士被附近工人

及时救起，并无大碍。

目前，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

调查。请首位报料人陈先生到本
报 领 取 报 料 奖 金 100元
（1379948XXXX）（记者 林恩炳）

本报讯 昨日上午，蚶江石

狮大道附近发生一起车祸，一

辆大型吊挂货车疑似因急刹车

导致所载石料撞击驾驶室。

车祸现场，记者看到，经石

料撞击该吊挂车车头已完全挤

压变形，车辆右前轮爆胎，油箱

破裂，所载石料滚落路旁。据

围观市民介绍，车祸大约发生

在早上11点钟，该货车在行驶

途中突然急刹车导致所载石料

惯性冲击撞向了驾驶室。“还好

撞的是右边，不然的话可能要

出人命了。”一围观市民告诉记

者，据他所知吊挂车驾驶司机

没有受伤。 （记者 张泽业）

试点“证照分离”

泉州颁发首张“即办”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

卡车上坡往后溜，翻下路沿撞工棚，事发南环路建兴大厦通往嘉禄路一路段

消防紧急抢救受困司机

载石吊挂车发生车祸

驾驶室被巨石压变形

本报讯 为提升我市物业服

务企业的电梯安全管理水平，13

日下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召集

我市64家住宅小区（商场）的物

业服务企业，开展电梯标准化管

理培训暨电梯安全事故警示教

育活动。

活动中，两局相关负责人分

别向参加活动的各物业服务企

业传达了省、市相关部门关于电

梯安全管理及整治排查的文件，

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按照文

件要求，切切实实落实电梯安全

主体责任，做好电梯安全隐患自

查自纠，逐步提升所在住宅小区

（商场）的电梯运行质量。

培训会上，首先进行《福建

省电梯使用管理规范》宣贯，就

电梯使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及

电梯安全技术档案进行详细的

解答，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严格

参照该规范落实电梯使用管理

标准化创建工作。

随后，与会人员接受电梯安

全事故警示教育，授课讲师列举

电梯常见的安全事故，并进行事

故原因分析，讲解防范措施。同

时播放国内相关电梯事故的案

例，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举一反

三，防范同类事故的发生，确保

电梯乘客平安出行。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洪清海）

召集全市物业公司

开展电梯管理
培训及警示教育

本报讯 目前，是手足口病高发

期，市卫计部门提醒，要采取有力措

施，防范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

一种传染病，4-9月为高发期。手

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往往先出现

发烧症状，手掌心、脚掌心、臀部出

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围可发

红），口腔粘膜出现疱疹和溃疡，疼

痛明显。少数患者病情较重，可并

发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如

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因此早发

现、早治疗至关重要。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多，主要通

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和

呼吸道分泌物及被污染的手、毛巾、

玩具、餐具、床上用品等而感染。

市疾控专家指出，手足口病可

防可治，重在预防，要“勤洗手，吃熟

食，喝开水，勤晒被，多通风”。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邱丽虹）

“15字诀”防手足口病

石狮碧桂园智美示范区即将盛居
全城预约中

蚶江派出所社区民警吴振宇

平安为民 服务美丽乡村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联办

石狮市第六届婚博会征集
“钻石婚”及“金婚”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