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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炉山山体公园

正式进场施工、狮仔山

片区改造建设有序推

进……近段时间，湖滨

街道各重点项目建设

可谓如火如荼、捷报频

传。但细心的群众会

发现，这些重点项目背

后，不乏湖滨人大代表四处奔忙的身影：为推进风炉山

山体公园尽快落地施工，市人大代表杨金明、许国团坚

持从群众利益出发，尊重民风民俗，倡导移风易俗，积

极动员辖区群众迁墓，为风炉山山体公园项目建设

“腾”出宝贵空间；狮仔山片区改造项目启动以来，市人

大代表蔡孝秋更是全身心投入到项目的每个环节中，

为项目顺利签约、快速推进做了大量工作。

“代表的作用在于作为！”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和街道党工委的工作大局和中心任

务，始终把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摆在突出位置，积极为

代表履职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2018年开始，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创新建立市人

大代表关注联系项目制度，让人大代表密切关注辖区

有关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招商引资、教育民生等方面

项目，了解掌握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困难，及时收集

意见建议并向活动组反馈，为推动湖滨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人大应有的作用。如围绕招商工作，特别是为破

解长福商城同质招商的问题，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立

足辖区实际，发挥人大特点和优势，组织代表开展文教

事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专题调研，并提出了诸多建

议。在此基础上，组织代表和招商组人员前往安溪中

科三安、天电光电等企业参观学习。人大代表的可行

建议，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政策扶持，项目的准确定位，

拓宽了湖滨招商引资工作思路，招商工作终于“守得云

开见月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计划投资1.05亿元、

总面积1.9万平方米的“朵朵童”儿童文化主题项目正

式“落户”龙福小区，预计今年6月即可开市迎客。

引导代表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的同时，市人大湖滨街

道工委还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拓展代表履职渠道，

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指导和街道党

工委重视下，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按“五个有”要求，在

石狮各镇（街道）中较先创建街道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

动室，并在全市率先创建了花园城和曾坑两个社区人大

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向基层社区延

伸，实现街道、社区两级活动平台的上下联动。

“要确保活动室（工作室）有效运行、发挥作用，群众

是基础，联系是关键，重点在实效。”为此，市人大湖滨街

道工委制定街道活动室代表轮值制度，落实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部门挂钩制度，组织代表开展法律宣传、业务学

习培训，开展代表述职活动，接受选民评议；社区人大代

表工作室通过代表接待日、选民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认

真听取和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市人大湖

滨街道工委、市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努力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值得一提的是，为顺应互联网+，方便群众24

小时即时反映诉求，今年4月，市人大湖滨街道工委在街

道服务中心窗口增设了“湖滨街道人大代表网上联系联

络站”便民点，在10个社区实现“人大代表网上联络窗

口”全覆盖，向社区群众、商户、企业印发代表联系卡，进

一步密切了代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如今，依托多元履职平台，湖滨群众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得到更好、更快落实，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

发挥更加突出，提高了履职实效，代表与群众的心贴

得更近了。 （记者 林富榕 陈嫣然）

染上毒瘾的人一般有
哪些迹象?

①无故旷工、旷课，学业

成绩、纪律或工作表现变

坏。②偷窃钱财、物品或突

然频频地向父母、朋友索要

或借钱。③长时间躲在自己房间内，或远离家人、他人，

不愿见人。④外出行动表现神秘鬼祟。⑤藏有毒品及

吸毒工具。⑥遮掩收缩的瞳孔，在不适当场合佩戴太阳

镜。⑦为掩盖手臂上的注射针孔，长期穿长袖衣服。⑧

面色灰暗，眼睛无神，食欲不振、身体消瘦。⑨情绪不稳

定，异常的发怒、发脾气、坐立不安。⑩经常无故出入偏

僻的地方，与吸毒者交往。 （蔡芳超 整理）

禁毒预防教育宣传
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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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街道人大工委：
创新履职平台 追求务实之效

本报讯 5月10日下午，石

狮市卫监所联合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举行“生命至上 安全发

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进行了消

防演练，内容包括灭火器使用

练习，消防水带和水枪的使用

培训。

演练过程中，相关专业人

员介绍了灭火器的有效使用距

离、使用角度、使用站位等注意

事项。全体工作人员都进行了

现场操作，均能正确使用灭火

器，之后，专业人员又演示了消

防水带的使用方法及使用后存

放注意事项。通过这次消防演

练使大家对消防安全工作更加

重视，对消防器材的使用更加

了解，对消防器材的存放管理

更加科学有效，提高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张

奕群 张秀花）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灾及自救能

力，5月10日下午，石狮市公安局锦

尚派出所积极参与镇安办在辖区大

型商场门口举办的“5�12”防灾减灾
主题宣传活动。

其间，民警通过分发宣传单、现

场咨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普及

防灾减灾救灾相关知识，使群众直观

了解和认识到防灾减灾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借助此次宣传活动，民警还向

过往群众讲解“扫黑除恶”、反走私、

防诈骗等方面知识，切实提高群众法

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林光明）

本报讯 细心的市民或许发

现，最近只需登录或点击“2019年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知识竞赛网络

竞答”的链接，就可进行答题参与

竞赛。原来，为大力普及应急管

理知识，切实提升全民应急意识

和防灾减灾能力，我市精心部署，

积极发动全市党员、干部职工和

群众参与泉州市应急管理知识竞

赛活动。

据悉，此次竞赛内容包括：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

灾减灾的有关论述、习近平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福

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泉州市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各

行业应急预案；泉州市各行业领域

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知识。

为调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我市自4月份以

来，及时召开协调会，由市应急管

理局牵头，部署相关事宜，通过媒

体宣传、发动全市各镇办、街道、

村（社区）工作人员参与答题，力

争在活动中取得好成绩。目前，

网络竞答仍在继续且将持续整个

月，按计划我市将于本月底举行

笔试，届时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市

参加泉州地区的决赛。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蔡嘉慧）

我市开展应急管理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 为拓宽涉黑涉恶线索

来源渠道，提高辖区群众“扫黑除

恶”工作知晓率和参与斗争积极

性，营造高压惩治涉黑恶势力犯罪

的浓厚氛围，近日，祥芝边防派出

所组织民警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

动。

其间，该所民警深入辖区村

（社区）委员会、商场、沿街店面、

工厂、广场等人群密集地粘贴海

报，发放宣传材料，向群众讲解扫

黑除恶工作的内容和手段，接受

群众咨询，力求让扫黑除恶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鼓励广

大群众积极举报和提供扫黑除

恶线索。同时，各警务室也充分

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在警

务室公众微博、微信及微信群发

布扫黑除恶宣传标语、内容和手

段等相关事项，在网络上扩大宣

传覆盖面，确保宣传工作取得成

效。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许玉

堂 文/图）

举报电话：0595-88719160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公安民警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连先生将一面印

有“为民解难 神速破案”的锦旗赠

给深埕边防派出所办案民警，感谢

民警及时破案，为其挽回损失。

据悉，5月2日连先生报警称，

其放置在抽屉内的现金约2600元

人民币被盗。接到报警后，该所立

即组织研判小组赶赴案发现场，与

报警人取得联系的同时调取案发现

场及周边监控录像，成功锁定1名

嫌疑男子，并对其进行视频追踪。

经过不懈努力，于5月2日22

时，在石狮市灵秀镇金塔西路舒雅

公寓一楼抓获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

人岑某。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芳芳）

民警快速破案获赠锦旗
本报讯 打包机重达5吨，

却仍遭贼惦记。铲车工人高某

囊中羞涩，见打包机放在路边无

人看管，心生歹意，直接开铲车

铲走，卖给废品收购站。昨日，

记者从晋江警方获悉，高某因涉

嫌盗窃已被提请晋江检察院批

准逮捕。

1月19日上午，晋江市民林

先生报警称放在永和巴厝村路

边的一台打包机被盗。原来，林

先生经营的工厂因为搬迁，便将

一台重达5吨的打包机放在工

厂外路边。“那么重的机器，我以

为放在路边没事。”林先生说，没

想到还是被贼惦记上了。

警方调取工厂周边的监控

录像，发现1月19日凌晨4时

许，一辆农用车载走了打包机。

民警调看监控录像，锁定该农用

车最后将打包机载到东石镇的

一家废品收购站。

经查，53岁的江苏男子高某

案发当日雇用农用车，将打包机

载到废品收购站卖了1万多元。

高某是一名铲车工人，案发后他

便逃往外地。5月1日，高某在江

苏淮安落网。5月3日，高某被带

回晋江接受审查。

据高某交代，他1月份刚好

在案发工厂附近开铲车，见打包

机放在路边无人看管，快过年了

又口袋没钱，他便想着把打包机

偷走卖掉。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

凌龙 汪少泽）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5月7日，祥芝派出所民

警经过多方视频研判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张某。

据了解，2018年年底，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微信

结识了女网友郑某，逐渐获得郑某信任后，多次以郑

某的私密照片要挟其向自己转账汇款，郑某不堪其多

次敲诈勒索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目前，张某因涉嫌

敲诈勒索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施超明 董萍萍）

一名网上在逃人员落网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提高应急能力

锦尚派出所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

一男子开铲车“铲”走5吨重打包机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增强

我市中小学校师生的公共安

全素养，提升师生抵御地震灾

害的能力，5月13日上午，由泉

州市地震局、泉州市教育局主

办，石狮市应急管理局、教育

局、地震办公室协办的“2019

年泉州市防震减灾知识进校

园”系列活动石狮专场在石光

中学举行。主办单位、协办单

位有关负责人及该校初一年

段师生参加了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地震科普

知识专题讲座、地震VR系统

体验、科普宣传图片展。当天

的防震减灾宣传活动邀请泉

州市地震局执法监察科科长

林剑瑜为该校初一年段师生

作了地震科普知识讲座；同学

们还现场体验地震VR系统并

参观地震科普宣传图片展。

市地震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学校开展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有利于广大师生了解地

震科普知识、学会应急避震和

自救互救的技能、减少因地震

而造成的不必要伤害，这对于

保障师生安全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傅途）

泉州市防震减灾知识进校园活动走进石光中学

普及防震减灾知识 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本报讯 好消息！位

于琼林中路东侧、备受关

注的林边智能立体停车

场，在经过前期的试运行，

并通过多部门联合组织的

验收后，将在明天（5月15

日）正式投入使用。记者

从城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

公司获悉，投用初期将免

费向民众开放，欢迎广大

市民前往体验！

这是由市政府规划建

设的我市首个立体停车

场，由城市资源经营公司

负责建设。今年年初，在

项目建成并进行试运行

时，记者曾前

往实地感受

这一智能停

车场的运作

过程。车辆入库并停在指

定的转盘上，人员走出车

库，其他就交给系统全自

动帮忙存车了！取车也一

样，在车库门口按个取车

键就行了，既智能又便捷！

城投集团城市资源经

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林边立体停车场高9层，主

体为钢结构，外立面以深

蓝和银白幕墙为主色调，

很有时尚现代感。整栋楼

东西两侧各设有4个进出

口，每紧挨着的两个进出

口共用一套升降机，实行

同进同出模式，以有效减

少车主停车时的等候时

间。另外，南端角落另设

有一个进出口，主要是方

便车辆多的时候可以从旁

边的支路进出。

据悉，整个立体停车

场可提供384个停车位，其

中SUV停车位144个。这

一停车场启用后，琼林中

路及其周边道路窄、车辆

多、停车难的问题，将大为

缓解，这也是我市在这一

人口和车流密集的老城区

规划建设立体停车场的宗

旨。

至于后期如何收费问

题，本报将及时跟踪，请广

大市民予以关注。

（记者 康清辉 颜华

杰 通讯员 黄东阳）

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林边立体停车场明天正式投用

泉州中院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5月13日上午，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丰泽、晋江、南

安、惠安四地法院开展第八次集中

宣判活动。集中宣判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12件，张某力、孙某斌等81名

被告人分别被依法判处刑罚。

会上还通报泉州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共打

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7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37个、恶势力犯罪团伙47

个，破获黑恶9类典型案件233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749名，查封、冻

结和扣押涉案财物价值1亿余元。

对涉黑涉恶腐败及充当“保护伞”问

题立案63件8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5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人，

公开通报曝光典型案件10批17人。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杨源）

（上接一版）
据悉，本届菲华石狮市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由石狮

市人民政府、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主办，中共石狮

市委统战部、石狮市侨联、共青团石狮市委承办，石狮

市少年家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石狮日报社、石狮市

第八中学协办。夏令营成员除30多名旅菲石狮籍青

少年外，还邀请石狮友好城市——菲律宾那牙市科学

中学选派10名优秀学生代表一同参加。夏令营于5

月8日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开营仪式，并在北

京度过了6天难忘的首都之旅。5月12日晚，夏令营

一行抵达石狮，全体营员将继续在八中参与学习并和

本地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同时还将前往博物馆、

爱国华侨蔡友玉纪念馆等进行考察访问，开展寻根谒

祖、探亲访友活动，进一步体验中华文化以及闽南文

化、海丝文化、狮文化、服饰文化、华侨文化等地域特

色文化。 （记者 许小雄）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关注“防灾减灾宣传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