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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明两日，沙厦高速

（德化段）将迎来返程高峰。经大

数据分析结合前期交通研判，往

泉州、厦门方向德化段车流量预

计达50000辆/日，是平时的6.25

倍。由于该段坡陡弯急且其必经

的汤城互通匝道只有1车道，形

成交通“瓶颈”，易引发长时间、

长距离的交通拥堵缓行。为确保

交通安全，10月6日10时至20

时、10月7日10时至24时，泉州

高速交警建议绕行沙厦高速德化

段。

民警推荐绕行路线：从沙县

以北方向通过际口枢纽前往沙厦

高速的车辆，由长深高速转向泉

南高速；从沙厦高速主线收费站

驶入高速公路往泉州、厦门方向

的车辆，从德化出口下高速，经省

道206线，从泉南高速永春入口上

高速。尽量避开交通高峰（10月6

日10时至20时、10月7日10时至

24时），错时返程。

警方提醒，发生轻微交通事

故，应及时撤离现场并报警；如车

辆未能移动，应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摆放警告标志、开启危险警

示灯，车上人员迅速转移至安全

区域。

警方将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

的具体情况，视情在际口枢纽前往

沙厦高速方向的匝道采取临时交

通管制，引导（往沙厦高速方向）车

辆由长深高速转向泉南高速；视情

从沙厦高速主线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措施，引导往泉州、厦门车辆由

德化口下高速、入口临时管制，往

泉州、厦门方向车辆经省道206

线，从泉南高速永春入口上。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阿敏）

本报讯 10月1日17时左右，永宁派出所民

警在执勤过程中，在黄金海岸公交车站附近发现一

名走失儿童，因儿童说不清家长姓名和联系方式，

且在现场找寻无果，民警将其带回到派出所照看。

经了解，该名儿童是节假期间同父母一起到黄

金海岸游玩，要回家时因公交车站人流量大，不慎

与父母走失。通过多方渠道，民警查询到该名儿童

父亲的联系方式后，将其安全送回到家人身边。警

方提醒：国庆佳节期间，旅游景区人流量较大，出行

旅客请注意看好小孩、贵重物品，避免走失、丢失。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谢少雄）

本报讯 隐瞒财产收入，还把

房产进行出租，租金也未用于偿还

债务。日前，石狮法院林明容院长

开庭宣判的一起拒执罪典型案例，

被告人王某南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2015年2月25日，石狮法院

判决被告人王某南及其配偶黄某

凉一次性偿还王某智借款100万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债务利息。该

民事判决生效后，被告人王某南及

其配偶黄某凉未如期履行支付义

务。同年7月22日，王某智向石狮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月28日，

石狮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等法律文书，要求该二人报告

财产情况，但被告人王某南未按要

求报告，并隐藏其位于石狮市塔前

村小桥边房产的房租收入人民币

11万余元的事实，致使法院生效

判决无法执行。

2017年3月16日，被告人王某

南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还款义务，被石狮法院处以司法

拘留15日，释放后仍未按规定报告

财产情况，并继续将其位于石狮市

塔前村小桥边的房产出租，但所收

取的租金均未用于偿还借款。因

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告人王

某南于2018年2月28日被刑事拘

留，3月23日被逮捕。9月12日，石

狮检察院向石狮法院提起公诉，指

控被告人王某南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

9月29日下午，石狮法院依法

组成合议庭，由院长林明容担任审

判长，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进

行宣判。石狮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王某南作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

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所确定的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拒绝向人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经

被采取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后仍不

申报，且隐瞒财产收入，对人民法院

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

法判决被告人王某南犯拒不执行判

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许鸿源）

本报讯 10月5日，石狮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利用假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优质服务。据了解，国庆期间，每天都有15名志愿者在市博物馆，为前来参观狮文化珍宝展的市民提供
检票、引导、答疑等服务。志愿者们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认真细致的服务态度，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广泛
好评。 （记者 郭雅霞）

本报讯 国庆节期间，灯

谜爱好者猜谜领奖品也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记者10月5

日了解到，“蚶江侨乡谜社成

立四十周年大型国庆灯谜展

猜活动”在蚶江镇安仁路举

行。

本次活动由蚶江镇党委、镇

政府，蚶江村两委会和石狮市蓝

旗盾服饰有限公司支持；由蚶江

侨乡谜社、蚶江灯谜普及群承

办。活动共设7个谜坛，并增设

两个“初学谜坛”，让初学灯谜的

学生和群众也有机会参与猜射、

拿奖，活动吸引了众多灯谜爱好

者前往竞猜。

记者了解到，为丰富国庆期

间市民文化生活，灯谜展猜活动

共展出近1000条灯谜。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林文裕）

本报讯 10月3日16时28

分，晋江青阳街道湖山苑室外

停车场内有鳄鱼出现。接到

报警后，救援人员火速到达现

场。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鳄鱼

已经被小区居民制服。据小区居

民介绍：鳄鱼是小孩在室外停车

场玩耍的时候看到的，随后居民

陆续赶来，看到鳄鱼比较小，大家

便五花大绑地把它抓了起来，还

好这只鳄鱼没有伤人。消防官兵

已将鳄鱼移交相关单位。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

霞 黄毅龙）

本报讯 记者从泉州海事局获悉，10月1日起，

泉州VTS扩建工程正式运行，由此，泉州船舶交通

管理中心实现了对泉州辖区港口水域的全覆盖监

控。

泉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简称“泉州VTS”）是

泉州海事局下属部门之一。2013年1月1日，泉州

VTS中心湄洲湾港口VTS正式对外运行。此次运

行的泉州VTS扩建工程，将泉州VTS中心监控的水

域进一步扩大，涵盖了泉州湾、锦尚湾、深沪湾、围

头湾等区域，最终实现了泉州港口水域的监控全覆

盖。

目前，泉州VTS规模为“八站一中心”，即包括

惠屿、烟墩山、陈埭、洪厝山、深沪、白沙头、大山等

多个雷达站和泉州VTS中心。雷达监控系统功能

强大，有效作用距离25海里，具有自动跟踪重放功

能，单个雷达站可同时处理700个移动目标和200

个静止目标，系统跟踪能力12000个目标，船舶数

据处理能力可达100万艘次，VHF通信系统有效作

用距离25海里,可实现24小时连续录音与重放功

能。未来，该系统的全面运行将促进泉州VTS对各

港区船舶交通流的管控，在增进泉州海上交通安

全、提高通航效率、保护海洋环境、提供船舶信息服

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黎盼）

本报讯 10月5日中午11时20分，泉州高速交

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在德化高速出口查处违法行为

时，突然接到报警：沙厦高速B道140公里（离德化

高速出口4公里）处，一女子突发癫痫需要救助，民

警吴鸿江火速赶往现场。

只见一辆闽D牌照的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赵

某抱着表情痛苦、四肢僵硬、身体不断抽搐的妻子

一脸焦急。看到民警，男子大声说：“帮帮我。”

原来，驾驶员赵某与妻子是厦门人，当天打算

前往江西游玩。路上俩人因琐事发生争吵，其妻由

于情绪过于激动，引起癫痫病发。民警马上通知指

挥中心联系120急救车到德化出口等候。由于赵

某需要安抚、照顾妻子，无法开车，民警替赵某驾

车，同时让警车在前鸣笛警示。赵某说，其妻发病

后头部不能吹强风，但又要保持自然透风。民警只

得一路缓慢前行，就这样4公里的路开了12分钟。

到达德化高速出口后，已经在此等候的120医生火

速对赵某妻子进行紧急救治，使其渐渐恢复了意

识。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闽华）

本报讯 近日，灵秀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开

展公共娱乐服务场所集中清查行动，加大对娱乐

服务场所涉毒问题的整治力度，强力震慑了娱乐

服务场所的不法行为。

期间，检查人员重点检查场所内巡查制度、禁

毒警示标语等落实情况，坚持逢疑必检，对可疑人

员进行毒品检测，并对服务场所的负责人及从业

人员进行培训和信息登记。在检查的同时，民警

切实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开展禁毒知识宣传，

针对如何及时发现涉毒行为、识别毒品、防范毒品

等知识做了详细的讲解，营造了浓厚的禁毒舆论

氛围。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林凯）

本报讯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石狮市第八

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于10月3日在市体育馆落下

帷幕，宝盖镇代表队、蚶江镇代表队、凤里街道代

表队分获前三名。

据悉，来自石狮镇、街道的9支代表队参加了

本次比赛，争夺24块金牌。担任这次裁判工作的

是石狮跆拳道协会会长仝俊昆，来自台湾的黑带8

段洪明煌老师担任技术指导。

（记者 张军璞 文/图）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由市

委政法委、市委防范处理邪教办

公室主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市公安局、市教育局、闽南理工学

院协办，宝盖镇人民政府承办的

“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走进闽南理工学院宝盖

校区，零距离地向大学生新生群

体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

在闽南理工的攀登广场，设

置了一块“崇尚科学，反对邪教”

的主题签名墙，正在接受军训的

大学生新生群体踊跃在签名墙上

郑重签名，承诺反对邪教，共同守

护校园净土。在现场，多部门摆

摊设点开展政策讲解服务，并接

受大学生现场提问和咨询，进一

步答疑解惑。市民族与宗教事务

局积极宣传宗教事务条例，防范

向校园传教行为。活动中还展出

了“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宣传

展板，通过展板上的内容引导学

生群体自觉抵制邪教，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宝盖镇的平

安志愿者向大学生新生群体分发

反邪教宣传手册。宣传手册通过

法律讲解、案例分析、漫画表达等

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反邪教知

识的可看性和丰富性。

结合石狮地域特色文化，反

邪教宣传教育活动还融入了灯

谜展猜环节，寓教于乐，将反邪

教知识融入传统文化的互动中，

不仅学习知识，还可获得小礼品

奖励。

（记者 杨德华 郭雅霞）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消防法制观念和自防自救能

力，日前，石狮消防大队在第

二实验小学开展了一次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活动。

讲座上，宣传人员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和火灾特点，向师生们详细

讲解了正确报警程序、发生火灾后

如何逃生自救、灭火器使用方法、

扑救初起火灾时注意事项，以及现

场着灭火救援服实践操作等消防

常识，并采取现场提问交流的方

式，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培训讲座变

得生动有趣，使学生们进一步掌握

了所学到的消防知识，加深了

印象。此次讲座，有效提高了

学校的防火意识，培养了同学

们“学消防、懂消防、用消防”

的思想，了解消防常识，掌握必要

的消防技能，切实提高了学生的消

防安全素质，增强了师生们的火灾

自防自救能力。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热

电联产机组运行管理工作，国庆节

前夕，由省经信委陈丽真处长带队

的核查组一行到鸿山热电公司检

查指导。

核查组经过实地核查后，了解

了该公司基本情况、机组2017年

度运行情况及供热等情况，对机组

中低压供热系统参数进行核定，并

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详细检查。核

查组对该公司热电比及热效率情

况给予了肯定，要求该公司继续落

实“以热定电”的发电原则，充分发

挥热电联产机组的节能减排作用，

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姜薇）

蚶江灯谜展猜庆佳节

志愿者国庆假期服务狮文化珍宝展

聚焦国庆节 泉州海域实现监控全覆盖

高速路上女子突发癫痫
交警前车开道护送就医

灵秀派出所开展
公共娱乐场所集中清查

永宁警方帮助
走失儿童找到家人

收着房租却不还钱
“老赖”因拒执罪获刑

反邪教宣传教育走进高校

小区室外停车场内惊现鳄鱼

石狮第八届运动会
跆拳道比赛鸣金省经信委核查组到鸿山热电公司

开展热电比及热效率核查

本报讯 为持续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进一步掀起“大学习”热潮。

9月26日晚，福建石狮水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举办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辅导讲座，邀请泉州市党校

校务委员、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林

常颖教授进行授课。公司的全体

党员、中层以上干部等130多人参

加。

在专题辅导讲座会上，林常颖

教授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

指南——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着重

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等方

面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辅导讲座在党员干部中

产生了强烈反响。大家普遍认为，

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脉络清

晰、讲解精准，并表示要精读原著、

深学深悟，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要以问题为导向学，加

快补齐民生短板，促进成果转化运

用，促进发展。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杨初兴）

水投党总支部举办专题辅导讲座
兴起“大学习”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