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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骑车一边玩手机 你不觉得危险吗？
文明观察
如今，城市慢生活的流行，使
得自行车、电动车等成为市民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在石狮的大
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骑着共享
单车或电动车出行的人群。但记
者调查发现，市民在骑车时随便
接打电话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
是一些送餐小哥、快递人员尤其
严重。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一
些路段，进行了一番实地查看。
上午9点30分，记者首先来
到宝岛路与福辉路交叉路口。在
记者停留的20分钟里，就有17名
骑共享单车或电动车的市民边骑
车边玩手机。一男子一边骑车一

边低着头发信息，时不时抬起头
看看周边车流情况；一名年轻女
子的电动车前端还蹲着一只宠物
狗，该女子一边骑车一边在电话
里谈笑风生，完全没注意路况。
上午10点10分，在八七路与
濠江路交叉路口处，记者看到在
红灯亮起时，不少在此等候的骑
车者似乎不约而同地掏出了手
机。绿灯亮起时，有的骑车者由
于看手机太投入，并没有发现绿
灯已经亮了，还是继续看手机；而
有的骑车者在车启动向前时，并
没有将手机随手放进口袋里，而
是一边骑行一边继续看手机。
上午11点40分许，在南洋路
东方巴黎酒店附近路段，一名女
子边骑车边打电话，不知不觉从
道路的右侧骑到了道路的中央。

华安街禁停标识下停满车辆

昨日，记者在华安街看到，在该路
段禁停标识下仍停满了私家车。据记
者粗略统计，共有40余辆车违停，并不
宽敞的华安街因此而变成了“单行车道”，两车交会即会出现堵
塞。
（记者 张泽业）

曝光台

当时道路上的车流不小，不少司
机看到该女子边骑车边打电话，
都纷纷避让，一名司机按了一下
喇叭，该女子这才反应过来，赶紧
靠边行驶。在该路段，记者还看
到一名送餐小哥快速穿行于车流
中，而且边骑车边打电话，让人不
禁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
在之后的随机采访中，不少
市民也向记者吐槽并谴责了骑车
看手机、打电话的行为。市民洪
先生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开车送
儿子上学的路上，一名送餐小哥
为了赶时间，骑着电动车在车流
中穿梭，手里还拿着手机在讲电
话，一不留神和他的小车产生了
刮擦，他刚要停车检查车辆的受
损情况，不想他刚把车停稳，那个
送餐小哥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在路上经常看到一些人一边
骑车一边玩手机，真替他们担心，
不知道他们自己担心不担心。”洪
先生说。
市民张先生说起自己的一次
经历，至今还心有余悸。他说，有
一次他骑车经过一个路口时接了
一个电话，另一辆摩托车从路口
驶出，他没注意到，直接撞上了，
张先生的手机掉落在地上。“手机
摔坏了，还好人没受伤。”张先生
说，发生这件事后，他就再也没有
在骑车的时候使用手机了，有时
候电话响了他就停在路边接，再
也不敢麻痹大意了。
据石狮交警陈警官介绍，边
骑车边使用手机，是马路上的陋
习。不少人认为，共享单车或电
动车车速不快，只要自己控制好，

不会有什么危险。“其实不然，骑
车接打手机的隐患并不比开车接
打手机小。”陈警官进一步说明，
骑车玩手机，要单手骑行，影响车
身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其
次，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对路况
有所忽略，对突发的道路状况来
不及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此外，电动车对驾驶人没有任何
防护，一旦发生事故，自身受到的
伤害也不小。
交警提醒，如果骑电动车玩
手机等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将按
照交通法规进行相关事故认定，
相关人员需要担负相关责任。所
以，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市民
在骑车时，一定不要玩手机，否则
一旦出了事故，就会后悔终生。
（记者 张军璞）

灵秀乡贤简办寿庆助力公益
12月4日晚，灵秀镇灵山村村
民蔡华谈在其母亲邱秀双八十大
寿之际，简办寿庆，热心公益，用
于支持灵山村乡村建设的发展，
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据悉，邱秀双女士温良贤淑、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教子有方，
并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子女学会感
恩、回馈社会，儿女均有所成就。
其长子蔡华谈如今纵横商海，并
出任八中校董会董事长、香港容
卿同乡会会长等。在事业有成之
际，他不忘母亲教诲，心系家乡。
在母亲八十大寿之际，节约开支，
做出表率，积极倡导移风易俗，不
仅捐献一百万元作为灵山村社会
公益启动基金，还借此契机捐赠
石狮市第八中学、石狮市第四实
验小学、灵秀镇容卿老年总会、灵

秀镇灵山村老年协会、港澳石狮
同乡会、灵秀镇灵山村和谐社会
促进会、赤坑然坪家族基金会以
及莲华禅寺各五万元，助力家乡
各项事业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灵秀
镇高度重视移风易俗工作，始终
把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市民路边犯病
湖滨城管热心救助

移风易俗

一项重要内容。该镇辖区各村
（社区）根据村情实际，积极组织
修订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并落到实
处，全镇逐步形成了“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神事不办”的文明新风
尚，更让移风易俗成为村民群众
的自觉行为。（记者 王文豪 李荣
鑫 通讯员 蔡宏帅）

12月 6日，湖滨城
文明有我
管执法中队执法人员
巡查至琼林中路166号
附近，发现有一行人背靠路灯灯杆，脸色苍白，呼
吸急促，执法人员立即前往进行救助，挽救了其生
命。
记者了解到，当时这名行人背靠着路灯灯杆，
脸色很不好看，城管执法人员黄祖海、彭飞快步走
到这位行人身边，低头察看，经询问了解到此人是
心脏不好。由于担心患者病情继续恶化，城管队员
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在等待民警到来的同
时，执法人员向路边商家暂借了一把伞为患者进行
了遮雨、补水等简单的物理救护，并在执法人员的
帮助下吃了一些其随身携带的治疗病情的药物。
经过现场简单救护，患者状态慢慢稳定下来。随后
湖滨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并叫来了救护车，城管
队员这才离开现场。患者家属表示：“感谢湖滨城
管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在第一时间救助了家人，
不仅传递了温暖更是体现了社会正能量。”
（记者 陈嫣兰 通讯员 龙春阳）

宝盖召开在建项目欠薪预防处置会议

祥渔村民简办丧事捐资公益

10 家施工单位接受
“法治体检”

本报讯 日前，
祥芝镇祥渔村蔡茂 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
川、蔡永河兄弟简办
父亲丧事，自觉响应祥芝镇党委政府和祥渔村两委
的号召，遵守祥渔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并将节省
下来的礼俗开支向祥渔村老年协会捐资3万元，此
举动受到祥渔村民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今年来，祥芝镇祥渔村结合村情实际，修订完
善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并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
过实施，还建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
赌会、红白理事会等“四会”组织，成立了由村两委
成员、村老年协会正副会长和各房头祖厅负责人组
成的村移风易俗宣导队。针对村民反映移风易俗
存在的突出问题，祥渔村充分调动和发挥村移风易
俗宣导队的作用，要求对村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进
行宣传、劝导、督促，力求通过入户动员工作得到村
民的理解和支持配合。同时结合利用各种活动和
载体平台，加强移风易俗宣传，动员村民自觉带头
移风易俗，遵守执行村规民约，努力营造“破除陈规
陋习、建设美好家园、崇尚文明新风”的社会氛围。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吴煌清）

本报讯 年底到了，排查、预
防建设项目欠薪隐患刻不容缓，
这关系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
社会的和谐稳定。12月5日，宝
盖镇召开在建项目欠薪预防处
置会议，在关键时间节点，及时

组织辖区10家施工单位“法治体
检”。
为了做好这次在建项目“法
治体检”工作，宝盖镇党委、政府
花了不少心思，下了大力气，更是
从各相关部门请来了“专家团”到

场“把脉问诊”。市委政法委、市
司法局、市人社局、市交建局相关
领导参加此次预防处置会，并结
合各自领域部署预防工作，就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当天，宝
盖司法所、宝盖派出所、镇综治

办、镇规划建设办与相关村落的
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会议。据介
绍，召开这一会议，目的就在于给
涉及的项目“法治体检”，并给相
关业主敲警钟，打“预防针”，增强
项目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的意识，

杜绝欠薪问题的发生。据悉，下
一阶段，宝盖镇还将组织人员深
入各个项目，做好隐患排查，维护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的
安定稳定。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刘尚雯）

重拳打击“两违”优化发展环境

祥芝全力推进海岸带整治工作
灵秀拆除违章搭盖 600 余平方米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灵秀镇
组织开展“两违”整治专项行动。该
镇领导带领彭田片区工作组干部、
镇城管办城管队员等30余人，到彭
田村奥力大厦对面空地一处违章搭
盖开展拆除行动。
当天上午，城管队员共拆除违
章搭盖房5处，面积达600多平方
米。“违章搭盖、集装箱房一直是影

响镇容镇貌的大难点。”据该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镇首先制定周密的
拆除方案，并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前
往拆除现场，通过近三个多小时的
行动，拆除了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相
关违章搭建，既解决区域“脏、乱、
差”的现象，又降低了安全隐患，切
实解决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王富裕）

本报讯 永宁镇积极推行“阳
光治违”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来，共
拆除“两违”建筑4.99万平方米，完
成年度计划150.38%。
今年来，永宁镇认真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工作部署，加大“两违”治理力
度，对辖区范围内的“两违”始终保持
高压严管态势，确保“两违”工作做到
早发现早处理早整治。该镇抓宣传
引导，充分利用宣传栏、横幅、标语以
及新媒体等宣传工具，宣传拆除“两
违”具体行动，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
和“两违”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营造
“两违”治理的浓厚氛围。加强组织
领导，对土地管理、清理违章建筑工
作进行统一部署，加大对“两违”的巡

查、整治力度，对发现违建抢建现象，
及时予以制止，做到发现一起，制止
一起。坚持“阳光治违”，以“情”执
法，堵疏结合，采取上门入户宣传先
行，化解矛盾在先，自行拆除为主的
方式，引导群众配合整治“两违”工
作，积极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合理建
房。对符合规划可审批的个人旧改、
新建住房，及时予以收件办理；对排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建设工程，采取
重拳出击，积极开展违法建筑、违法
用地联合执法行动，对各类违法建设
行为进行铁碗整治，督促各业主积极
进行落实整改；对拒不完成整改的，
坚决实施拆除。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柯超群）

永宁完成“两违”治理计划 150.38%

本报讯 日前，祥芝镇召开
海岸带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镇
海岸带整治工作组人员、涉及村
两委成员和老年协会会长、祥芝
交警中队、祥芝边防所等负责人
参加。
会上，祥芝镇政府部署了
海岸带集中整治工作，明确了
任务分工及各项目完成时间节
点，针对现有的沿海路脏乱差
等现象，整治内容包括沿海路
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违规停车
等清理及日常巡查、古浮大排
档和古浮码头拆除等，整治的
同时做好沿海路两侧绿化、硬
化、围墙喷绘，加快推进祥芝中

心渔港斗尾湾渔文化码头广
场、东城海防遗址公园等项目
建设。会上强调，镇村两级干
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杜绝
惰性；要明确职责，服从安排，
着眼于大局利益；要通力配合，
形成好合力，共同推动工作进
程；要利用时间，让工作落到实
处，确保出成效。
根据部署，工作组迅速安
排开展进村入户动员工作并取
得明显成效，镇城管中队对祥
芝镇古浮村至大堡村沿海岸带
道路两侧（包括人行道、公共场
地、闲置地块等处）的镇容镇貌
整治区域进行清理和拆迁，共

出动大型吊车9台次、平板车7
台次、机板车11台次、挖掘机12
台次、推土机 8台次、叉车 5台
次、工人30多人次，清调集装箱
8个、渔具54件，拆除临时搭盖
约700平方米。此外，工作组还
拆除了龙海寺围墙，启动修造
船区外海域填方回挖和古浮码
头拆除工作。其中，古浮大排
档涉及违章搭盖23宗，拆除面
积约 5900平方米，腾出土地面
积约36270平方米。下一步，祥
芝镇还将集中开展多次全镇性
统一行动，扎实地推进海岸带
整治工作。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许鸿培）

蚶江专项整治违规临时搭盖
本报讯 12月 6日，
蚶江镇再次组织执法人
员对港口大道莲塘段的
三处违规临时搭盖予以
拆除。
据悉，自 11月份以
来，该镇持续推进重要通
道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共拆除港口大道、学
府路违规临时搭盖10宗，
其中莲东段拆除4宗448
平方米、莲塘段拆除3宗
175平方米、厝仔段拆除
3宗230平方米，清运杂
物垃圾10余吨。这些被
清理的临时堆放杂物散
乱搭盖，周围环境脏乱
差，拆除后，港口大道沿
线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
（记者 兰良增 通
讯员 李荣亮）

凤里部署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 近日，凤里召开2018年第四季度安全
生产工作联席会议，街道安委会18个专项领导小
组、各社区、网格人员参加会议，会上部署今冬明春
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切实采取超常规措施从严
防控火灾形势。
此次消防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分为部署发动、组
织实施、督导考评验收三个阶段进行。整治期间，
凤里将针对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群租房、
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统筹推进
大型商业综合体、电动自行车、电气火灾等消防安全
综合治理，重点纠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违
规住人、违规用火用电取暖、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
电等问题。同时，凤里要求各社区利用户外视频、广
告牌、楼宇电视、LED屏幕等开展宣传教育，营造浓
厚氛围。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洪辉鹏）

锦尚开展火锅类食品检查

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冷，火锅备受人们青睐。
为加强火锅类食品安全工作，保障辖区村民吃得安
全，近日，锦尚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了火锅类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整治检查的重点以火
锅店为主，重点内容是生鲜和冷冻畜禽肉、食品添
加剂的采购索票索证以及进货台账记录情况，火锅
底料、调味料等食品采购管理情况，看是否存在超
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火锅店内是否有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着色剂、防腐
剂等食品添加剂，是否有收集、过滤、提炼、包装等
回收火锅底料的工具、设备等。
下一步，市管所还将加大冬季日常监督检查力
度，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确保辖区村民的
饮食安全。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志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