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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航运企业在我市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业务——

真金白银等你来拿 最高奖励 2500 万
比拼开门红 推进实业项目赶超年
推动石狮集装箱运输发展、
做大港口物流市场，是包括港口
码头企业及船货代企业、航运企
业、陆地港等上下游企业在内共
同发力的结果。1月8日，市交通
和港口发展局相关负责人继续解
读《泉州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的
若干意见》并温馨提醒，各船货代
企业组织集装箱货源从泉州港口
进出，班轮公司或航运企业在泉
州港口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都
有不同标准的奖励等着大家来
拿！

理从泉州港口进出的外贸集装箱存
量部分、陆地港（含集装箱场站、海
关查验场站，下同）组织集装箱货源
从泉州港口进出或为进出泉州港口
集装箱提供通关查验服务的外贸集
装箱存量部分，每标准重箱奖励30
元；以上年度为基数，船货代企业或
陆地港年完成的重箱增量部分，每
增加1个标准重箱，内贸箱奖20元，
外贸箱奖60元。
对承揽由泉州港口进出的海
铁联运集装箱的货代企业，给予
省内每标准重箱补贴200元、省
00元。对码
鼓励船货代企业组 外每标准重箱补贴5
头与铁路站之间驳运的海铁联运
织货源从泉州港口进出
集装箱，给予货代企业每标准重
《意见》明确，对与码头发生实 箱补贴150元。
质性关系的船货代企业当年实际代
此外，为促进港行物流降本增

效，对省内陆地港的集装箱免收货 （含）以上，25万（含）标准重箱以上且
物港务费，经我省港口进出的中西 增幅30%
（含）以上，35万（含）、45万
部省份货物免征货物港务费。
（含）、55万（含）、75万（含）、90万（含）
0%
（含）以上
鼓励航运企业在泉 标准重箱以上且增幅1
的，
每年分别奖励1
0
0
万元、
300万
州港口开展集装箱运输
元、5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
对在泉州港口从事集装箱运 2000万元、2500万元。外贸箱方面，
输的班轮公司或航运企业，以上 完成2万（含）标准重箱以上且增幅
年为基数，按实际完成的集装箱 40%以上，3万（含）标准重箱以上且
增量和吞吐量分层级予以奖励。 增幅30%以上，4万（含）、5万（含）标
其中，按增量标准算，内贸箱 准重箱以上且增幅10%
（含）以上，
完成 2-5万（含）、5-10万（含）、 每年分别奖励200万元、300万元、
10-20万（含）及20万标准重箱以 400万元和600万元。
上，每增加一个标准重箱分别奖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的集装
励60元、80元、100元和120元。 箱吞吐量不包含港内驳运量与倒
外贸箱完成 1-3万（含）、3-5万 箱量，如同时符合上述2个档次
（含）及5万个标准重箱以上，每 以上奖励标准的，按最高档次标
增一个标准重箱，分别奖励120 准予以奖励。
元、160元和200元。
航运企业新增外贸
以存量标准算，内贸箱完成15 集装箱航线也有奖
万（含）标准重箱以上且增幅40%

石狮法院
公布一批打击拒执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讯 对拒执罪的打击是破
解执行难的重要手段，是人民法院
提升执行震慑力的一把利剑，有效
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日前，石狮
法院召开打击拒执犯罪专题新闻发
布会，公布了一批打击拒执犯罪典
型案例。即日起，本报将持续进行
报道。
案例一：
“老赖”
收着房租
却拒不还钱

【基本案情】2014年8月6日，王
某智向石狮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
请判令被告人王某某偿还借款。石
狮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判令王某
某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在判决生
效后，因王某某未如期履行支付义
务，王某智向石狮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15年7月22日，石狮法院决
定立案执行，并向王某某发出执行
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要求其向法
院报告财产情况，但王某某未按要
求向法院报告财产情况。
2017年3月16日，王某某因拒不
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
义务，被执行司法拘留。拘留期满释
放后，王某某仍未按规定向法院报告
财产情况。经查，王某某系本市某房

产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者。在
2015年至2018年间，王某某将该房
产向他人出租收取租金，但王某某未
向法院报告上述租金收入，亦未将上
述租金收入用于偿还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还款义务。2018年2月28日，
公安人员抓获王某某。
【裁判结果】石狮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执行人王某某拒绝向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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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隐
瞒收取的房租等财产收入，继续实
施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行为，
依照《最高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属于“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
形，应以拒不执行判决罪追究刑事
责任，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
徒刑一年。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负有向人
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的义务。在石
狮法院审理的拒执犯罪案件中，被
告人未按法院的财产报告令的要求
报告财产情况的案件占了较高的比
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执
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
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
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
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
拒不执行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通过对于此类型犯罪行为人的
惩治，可有效敦促被执行人按要求
向人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许鸿源）

卫健系统
开展娱乐场所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讯 新年将至，前来石狮市
的旅客、侨胞和返乡人员将日益增
多，辖区内KTV、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的客流量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为加
强辖区内的娱乐场所监管工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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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传染性疾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发生，营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
环境，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近日，石狮市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
的卡拉OK娱乐场所、电影院等30
余家进行卫生监督检查。
本次监督重点是：检查娱乐场
所的卫生许可证持证经营情况、从
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持证上岗情
况、通风设施的使用情况、饮具洗消
情况和卫生管理制度的制定及落实
情况。从检查情况看，多数的娱乐
场所经营单位都能做到亮证经营，
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
岗，机械通风良好，饮具洗消设施落
实到位，管理制度健全。但在检查
中也发现个别经营单位存在未亮证
经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卫生
监督员现场给予指导，下达《卫生监
督意见书》要求娱乐场所经营单位
限期整改，并对未能提供从业人员
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娱乐场所经营
单位给予行政处罚。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张奕群）

《意见》还明确，班轮公司或
航运企业在泉州港口新增港、澳、
台或菲律宾集装箱航线且年度持
续经营36航班（含）的班轮公司
或航运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万元。新增其他外贸集装箱
航线的，第一年持续经营36航班
（含）以上的，给予奖励200万元；
第二年持续经营36航班（含）以
上且年完成外贸集装箱重箱量不
少于 4000TEU的，给予奖励 250
万元；第三年持续经营 36航班
（含）以上且年完成外贸集装箱重
箱量不少于5000TEU的，给予奖
励300万元。
此外，对在泉州港口进行装
卸作业的中转集装箱给予每标准
重箱奖励30元，奖励对象为一程
船运公司。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刘世
昌 庄宏腾）

石狮公安举行
“110 宣传日”
活动
让110真正成为群众危难时刻的“生命线”

石渔三名勇士被授予
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本报讯 记者1月10日从蚶江镇石渔村获得好消
息，1月9日在福州召开的全省第二十五次见义勇为
英雄模范表彰大会上，石渔村的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
有限公司船员郭成进、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有限公司
水手郭团和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有限公司船长郭国
防被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工作委员会授予“福
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每人获得8万元的
奖励金。
据悉，此次大会表彰全省见义勇为模范（群体）和
先进个人（群体）共37人，省政府授予7人“福建省见
义勇为模范（模范群体）”荣誉称号；省见义勇为人员
奖励和保护工作委员会授予30位“福建省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7年11月18日凌晨6：40许，福建省一轩船务
货运有限公司的泉州籍专业应急抢险船舶“晨扬19”
轮，从上海返回石狮石湖港，途经宁德七星岛西北侧
水域时，发现一艘“闽福鼎渔02188”渔船翻扣在海面
上，4名遇险渔民漂浮在海上，生命危在旦夕。危急关
头，“晨扬19”轮上多名船员克服诸多困难，全力将郑
斯朴、林运、林通、丁正贵4名渔民安全救上船。本报
曾以《石狮“晨扬19”轮海上勇救四渔民 》（2017年11
月19日第一版）为题对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有限公司
5名船员在海上勇救遇险落水渔民的事迹进行报道。
另悉，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十七次泉州市见义勇为
模范暨见义勇为志愿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上述三
人被评为泉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
有限公司轮机长蔡文琛、船员郭增吟、水手郭精民被
评为泉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先进群体。图为郭
成进、郭团、郭国防三人获“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表彰时的情景
（记者 兰良增）

宝盖镇总工会
组织徒步活动
本报讯 1月10日是全国第
33个“110宣传日”。记者获悉，
石狮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110宣传日”宣传活动，
充分展示110在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
业、推进平安建设等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引导群众珍惜110资
源，杜绝奇葩报警和扰警行为。
通过与群众面对面互动，拉近警
民距离，促进群众理解、关心、爱
护、支持110，有力推动110事业
健康、良性发展。
当天上午，市公安局围绕
“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迎大
庆”的主题，组织了指挥中心、
治安、交警、刑侦、经侦、禁毒、
消防、出入境管理大队、市便民
服务中心及部分110联动单位
在鸳鸯池公园警民e广场开展
现场宣传活动，并邀请了中小
学生走进警营。
在鸳鸯池公园警民e广场，
民警采取现场咨询、发放宣传
材料等形式宣传110报警台及
各警种的主要职责、服务范围、
接处警程序等内容，接受群众
关于户政、治安、交通、出入境
等方面的业务咨询。同时，通
过猜灯谜、急救演示、展板展示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

压发案石狮市公安局主办
打盗抢 创满意
打击走私、拒绝毒品等自身安
全防范的常识，进一步提升群
众防范犯罪及自救的能力。
在凤里派出所，华侨中学
的师生及群众代表走进警营，
观看了巡特警反恐大队带来的
警务技能表演，零距离体验了
各类警械武器，参观了派出所
接警台、勤务指挥室、便民服务
厅、荣誉室等场所设施。参观
过程中，民警向师生们普及了
正确使用110报警的方法。还
设置了 110知识有奖问答环
节。据统计，此次宣传活动发
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余份，摆
放展板32块，彩旗28面
数据显示，石狮市2018年
110报 警 台 共 接 报 警 电 话
291443起，其中有效警情仅
62044起。无效警情不仅让110
指挥中心不堪重负，给有限的
110公共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
并干扰和影响了110接处警效
率及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能力。
如遇突发事件，将延误警情，后

果难以估量。
公安机关表示，110报警电
话是人民群众的“生命线”，更
是宝贵和有限的公共安全资
源。因此，如何理解110所承担
的职责和处置程序，正确使用
110，让110真正成为群众“危难
时刻”的“生命线”就显得尤为
重要。
链接：据悉，除了谎报、误
报和骚扰等无效报警电话，部
分群众对 110的受理范围和
12345的受理范围不太清楚，导
致非警务类报警电话常常占用
110接警台。民警提醒110受理
的范围为以下7种情况：
1.刑事案件；
2.治安案（事）件；
3.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
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
4.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
故、火灾、交通事故；
5.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急
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
警；
6.危及公共或群众安全迫
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
7.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正
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王
仔齐 黄冬霞）

工会之窗

本报讯 为加强辖
区企业工会主席沟通交
流，活跃企业职工的业
石狮市总工会主办
余文化生活，日前，宝盖
镇总工会举办宝盖山环
保徒步活动。活动吸引了辖区龙湖、星港、豪宇等十
余家企业的工会主席和职工积极参与，他们用自己的
脚步丈量这座城市之美，畅享徒步所带来的乐趣。
活动当天，伴着冬日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空气，大
家欢声笑语，精神抖擞，在宝盖镇总工会负责人介绍
了活动内容和注意事项后，大家从学府路齐步出发，
一路游览一路欢歌。到达宝盖山脚后，便摩拳擦掌开
始爬山，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顺利登顶姑嫂
塔。在姑嫂塔上合影，欣赏城市美景，后又沿着木栈
道下山，从峡谷旅游路走到了高颜值的学府公园。大
家纷纷感叹：石狮这两年变化太大了，一路上美景目
不暇接，希望下次能徒步丈量整个城区。
“工会为大家构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互动平台！”
徒步结束后，企业工会干部们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不
仅增进了各企业之间的联系，推动各企业更好地为职
工服务，而且大家就彼此在工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讨论交流，互提建议，十分有益。 （记者 庄玲娥）

醉酒男子着急上班
酒后骑车被抓

鸿山派出所民警开展机修业安全检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
区机动车修理行业管理，1月9
日，鸿山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
对辖区机修业进行安全检查。
期间，民警仔细检查了辖
区机修业是否如实登记在修机
动车基本信息，是否按时将在
修机动车信息上传到机修业信

息管理系统，是否配备消防设
备等方面情况。同时，民警耐
心向机修业从业人员宣讲机修
业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业主严
格按照机动车修理业治安管理
法落实机动车修理登记制度，
将有关规章制度上墙，确保机
动车修理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上传数据真实有效。
通过检查，进一步提高了
机修业业主对机动车维修业管
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
规范了机动车修理业场所管理
秩序。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
雅妮）

没钱交房租 男子盗窃摩托车
本报讯 房租到期无钱续
租，四川籍男子曹某便心生歪
念盗窃摩托车，本以为用卖了
摩托车的钱交了房租可以睡个
“安稳觉”，不料，法网恢恢，曹
某被窝还没捂热，警察就找上
门来了…
眼看房租到期，可没有工
作收入来源的曹某无力承担。
12月28日晚，曹某吃完夜宵走

出餐馆，看到蚶江一电子厂外
一排排的摩托车，于是心生歪
念，盗走了一辆车头并未上锁
的摩托车。得手后，曹某将摩
托车推至汽修店，编了一个谎
言成功将摩托车上的电门锁换
掉。为了使摩托车变卖更高的
价钱，曹某还将摩托车“明码标
价”上传至某网上二手交易平
台，以800元的价格成功销赃。

很快，蚶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摩托车被盗，根据群众提
供的线索，民警沿路调取监控
很快锁定了盗窃嫌疑人。
1月6日晚，在出租屋内准
备睡觉的曹某被民警抓获。曹
某对自己盗窃的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涉嫌盗窃的曹某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吴静怡）

本报讯 1月7日晚8时许，锦尚派出所民警在辖
区锦东大道开展夜查行动。当晚8时许，一辆摩托车
行驶至锦东大道卢厝桥头时，该所执勤民警示意该车
停车接受检查。在检查时，民警发现驾驶员身上散发
着浓重的酒味，民警当场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
试。经过测试，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15mg/100ml，已经
超过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
经了解，驾驶员赵某当晚7时许，在附近的大排档
与朋友聚餐，期间喝了点白酒和啤酒。到了20时许，
赵某急着要上班，便抱着侥幸心理骑着摩托车上路。
不想，车才行驶不到200米，便被执勤的民警逮了个正
着。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谨记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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