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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集团党总支联合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清洁家园 共创文明
快递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里三层

外三层”的快递包装实在让人很

头疼，不仅拆起来麻烦，而且快递

包装回收率低，大量的包装垃圾

无法循环利用，很容易对环境造

成污染。过度包装的快递如何才

能“瘦身”呢？

几斤樱桃垫了一堆纸巾
市民：有些浪费

“买了几斤樱桃，送来一大箱

快递，打开发现塞满纸巾，不知道

的还以为我买的是纸巾。”近日，

市民王女士在朋友圈发信息称，

自己在网上购买了几斤樱桃，快

递送来时是一个大箱子，一开始

她还以为是别的快递，结果打开

发现是樱桃，这样的打包方式让

她有些哭笑不得。王女士告诉记

者，用纸巾来填补空隙防止磕碰，

还算比较环保，因为纸巾还能二

次使用，然而大多数卖家在寄快

递时，更喜欢使用塑料袋、泡沫等

来填满快递包裹，防止晃动，“如

果是易碎物品这样包装还好，但

有些东西压根不易碎，却还这样

包装就很浪费了。”王女士说，这

类防护用品不仅不环保，而且处

理起来也很麻烦。

采访中，有不少市民认为，快

递过度包装里最让他们感到反感

的还是过度使用胶纸包装。“有些

快递你完全不懂使用这么多胶纸

包装的意义在哪，保护力度不大

不说，收到快递后拆也很麻烦。”

市民蔡女士说，拆掉的胶纸当垃

圾直接处理还污染环境。另一位

市民则表示，曾经在网上买了一

小块黄油，结果卖家发过来的快

递却用了一个大箱子，“我收到就

觉得挺浪费的，而且里面还塞满

了气泡膜。”

包装不严实担心商品损坏
商家也无奈

“说我们过度包装，其实我

们也不愿意多花这些钱，可是没

办法啊。”从事水果销售的杨先

生表示，他平时都会在微信上销

售水果，有些水果品种特别娇

贵，怕热、怕磕碰、怕挤压，如果

在发货之前没有包装好一些，水

果送到客人手上后，出现一些磕

碰伤痕，客人就会要求退货。而

对于能否在包装上简化，杨先生

说，如果有可以解决他所担心情

况的简化包装，他是很支持的，

因为这样还能节约成本，但是不

能因为简化包装，影响了产品的

品质和正常销售，“就目前的情

况而言，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

包装我们还得继续使用。”杨先

生无奈地表示。

用胶纸反复缠在快递包裹

上，对于从事床上用品销售的胡

先生来说，是他在打包产品时的

最后一步。他告诉记者，这样打

包快递主要是因为他的物品都是

布艺，用胶纸缠在快递纸盒上可

以起到防水的效果。

快递包装回收率低
多数只能当垃圾处理

快递过度包装为何屡见不

止？昨日，记者在我市几个快递

站点进行了走访。福兴路上一

家圆通快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为了防止物品在运输过程中

出现损坏，快递物品确实需要多

层包装。如果是不易损坏的，可

能只是填充泡沫、气泡膜、防震

膜之类，碰到一些易碎物品，除

了要放置气泡膜、防震膜外，有

些在包装上还要再套上编织袋

并缠上胶纸。对于快递过度包

装的问题，有快递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因为快递在派送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碰撞、挤压，有些顾

客对于收到的快递从里到外是

否完好无损特别在意，“哪怕是

一些不易碎的，有时候因为产品

外包装有些破损，客人也会要求

退货。”一快递小哥说道，同时对

于快递盒、快递包装是否能回收

再利用，该快递小哥则认为，快

递公司想要将快递盒子及填充

物回收再利用其实很难，因为顾

客取快递时一般都是连快递盒

一起带走，很少有顾客会当场拆

快递。

而对于快递包裹的纸盒、塑

料袋、胶带、泡沫等，哪些是可回

收再利用的呢？记者询问了一些

废品回收站，一回收站负责人表

示，在这些快递包装垃圾中，只有

纸盒可以回收再利用，其他的东

西则只能当生活垃圾处理。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闽南理工学院为学生
免费邮寄教学材料

本报讯 拣书、装箱、打包、贴单、搬运……近

日，闽南理工学院150余名教职人员，花了三天时

间，将涉及到本学期的全部教学教材，发往全国各

省市的11547名闽南理工学院的学子手中。

据了解，因为疫情原因，闽南理工学院这学期

的教学转为线上教学，为了更好地服务“云端”授

课、保障疫情期间学生网上学习需求，保证学生高

质量地完成本学期的学习任务，闽南理工学院决定

免费给所有的在校生邮寄本学期的教学教材。而

这并非一个小工程，八万多本不同院系的教学材

料，闽南理工学院动员了150余名教职人员，花了三

天才全部打包发出，“此前学院已经为同学们准备

了电子教材，但调研后还是认为纸质教材能更好地

保证专业学习质量。”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也

受到了不少学生的点赞。

（记者 蔡怡婷 通讯员 许书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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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4日下午，城投集团党总支与龙

华社区党员一起来到凤凰城小区，一起清理卫生死

角，助力推进全市“家园清洁”百日行动，共创美好

家园。

清扫地面垃圾、清洁楼道扶手，用垃圾拾物器

拾捡地面上的烟头、塑料袋，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佩

戴党徽、积极投入，为共建美好居住环境出一份力。

凤凰城小区是城投集团城市物业公司所服务

的小区之一。城投集团党总支通过开展“清洁家

园、保护环境、共创文明”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一方

面助力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以实际

行动弘扬了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王明哲）

本报讯 戴上口罩、假发，男子舒某一番乔装打

扮后，借助信号干扰器，疯狂在无人售货店实施盗

窃，两天时间，在石狮、晋江两地作案10余起。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舒某逃离福建没几天，便被抓获，

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口罩、假发、干扰器都是网上买的，就是为了

掩人耳目。”据舒某供述，他每次作案前都先会把自

己打扮一番，并选择凌晨时间作案，作案目标为24

小时营业的成人用品店，因为这些店铺均是无人售

货店。舒某先利用屏幕无线WiFi信号方式进入店

内，再采用技术开锁的方式盗走无人售货机的现

金。

2019年7月25日至26日，舒某疯狂在石狮市

区、晋江陈埭等地作案，每次盗窃的金额少则十几

元，多则几百元。两天时间，舒某共从10家成人用

品店的无人售货机内盗得现金4886元。同年8月2

日，舒某在江西赣州火车站被抓获，公安人员还从

他身上扣押到开锁器、信号干扰器、帽子、口罩、假

发等作案工具。

日前，石狮法院就此案进行审理认为，被告人

舒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民钱款，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舒某系累犯，依法予

以从重处罚，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

金二千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王顺玲）

专偷无人售货店
男子两天作案10余起

本报讯 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期间，为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厦门

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附属小学日前开展系列线上

读书活动，获亲子点赞。

据了解，自活动开展以来，该校通过微信群等

网上交流平台，要求学生充分利用每天的时间，采

用诵读、精读、拍视频等形式，引导学生读书。过程

中，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触摸书的馨香，在温情的

陪伴中带给孩子一个诗意的童年，共同经历着书籍

带来的喜怒哀乐，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

另外，该校学子还在线上讲述自己的读书心

得，并把自己喜欢的书籍内容分享给其他同学。通

过此次活动的有效开展，该校学生们不仅养成了良

好的阅读习惯，提高了表达能力和创作能力，同时

也为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书香校园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卢逢亮）

“线上读书”
引导学生快乐阅读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四类隐患”
（上接一版）经常驾车途经宝岛

中路的市民蔡先生告诉记者，在宝

岛路与龙湖路的岔路口，以前时常

会看到车辆随意横穿、变道现象，特

别是一些从龙湖路出来的车辆，为

了开到左转车道，便驾车压实线，连

续横穿多个车道。有时，直行车道

上已经有车辆在排队等候绿灯，那

车辆竟然强行“加塞”，由此导致交

通拥堵。在这个路段，还发现有一

些车辆没有提前变道，进入直行车

道后，强行拐到右转车道。“这个路

口来往的车辆本来就比较多，一辆

车子随意变道、加塞，很容易就会堵

路。”蔡先生说，在这个路段增加分

道隔离护栏后，他驾车经过这里时，

再没看到加塞、随意变道的现象了。

排查整治紧盯“四类隐患”

当然，近一两个月以来，一些细

心的市民在出行中可能还发现其他

变化，比如，原先不亮的路灯亮了，

原先被树叶遮挡住的交通标志牌

“露脸”了，原先损坏的减速卡、防撞

桶更新了，一些磨损的交通标线变

“醒目”了……

从石狮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记者

了解到，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是今年我市“交通整治

年”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大排

查大整治中，有关部门主要“紧盯”

四类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分别涉及

交通标志标线、交通设施、道路施

工、路灯等，其中，交通标志标线方

面，主要排查标线是否清晰齐全，道

路交通安全设施是否符合相关规范

规定，易结冰、易积水、团雾多发、事

故多发路段以及农村道路是否增设

警示提示标志；对于临水临崖、急弯

陡坡、长下坡等危险路段，主要排查

是否加装安全防护设施或临时增设

警示标志，山区公路是否设置客运

车辆夜间禁止通行标志牌；道路施

工方面，主要排查审批手续是否完

备、交通组织措施是否具体、施工路

段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是否完善、

安全防护人员是否配备、安全防护

工作是否落实等安全事项；路灯方

面，主要排查照明路灯是否存在亮

熄灯不及时，不亮、迟亮、早熄等问

题。

据统计，自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来，针对绿化

树、绿化带遮挡交通视线问题，已排

查整治135处；路灯“有灯不亮”问

题已排查整改116处；道路交通标

志标线及设施方面的隐患问题已排

查211处，其中，道路隐患排查28

处，已完成整改16处，各镇办排查

183处，已完成整改61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

有8个重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项目

列入2020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分别为锦南路与锦尚新大

街交叉路口、西南一路与西灵路交

叉路口、石永路子英医院路口、鸿山

路与锦蚶路交叉路口、永祥路与锦

蚶路交叉路口、石狮大道与共富路

交叉口、石祥路与锦蚶路交叉路口、

石祥路与共富路交叉口，其中，7个

道路隐患整治项目正在施工中，1个

道路隐患整治项目处在招投标中。

同时，根据省道安办部署的农村池

塘、沟渠周边安全防护设施完善工

程，我市有5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项

目，目前已全部完成隐患整治。此

外，我市各级各部门还对我市的国、

省、县道一些“开口隐患”问题进行排

查，目前已排查道路总里程99.625公

里，排查路中开口127个、路边开口

663个，其中确定存在隐患问题的有

49处，正逐一进行整治。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交通整

治年”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为工作重

心，通过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及时发

现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改

善道路通行条件，健全道路交通安

全防控体系，切实预防和减少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确保辖区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联合整治形成合力

为强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石狮市预防办成立了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各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

办的职责。其中，市预防办牵头对

各单位排查出的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逐一认真查摆隐患症结，分析形

成原因，提出具体治理意见和措施，

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明确隐患治

理措施、责任单位和治理时限，落实

治理经费，认真组织治理。城市管

理局负责整治县道和重要乡道的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公路分局负责整

治国省干道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整治市区市

政道路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镇人

民政府负责整治次要乡道和村道的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交通和港口发

展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各自

在建道路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各

部门的整治范围包括各自负责道路

内和道路两侧20米内的减速带、警

示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对于在道

路中间或两侧私自开口和破坏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等违法行为，公安部

门将严厉打击，以维护正常的交通

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

为确保排查整治见实效，各级

各部门排查出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及隐患整治落实情况将逐一登记

造册，并对规定期限内整治完成的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展开验收和“回

头看”，对超时限未完成整治落实的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查摆原因并继续

滚动治理。同时，市预防办还将通

过明察暗访，对各级各部门的排查

整治工作进行深度跟踪、督促。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黄建设）

本报讯 放弃以便捷的数码相

机、高清的智能手机拍摄美景，改用

画笔记录建筑物的原貌。近日，石狮

市吾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携手自由

画家张宝妹共同创作《创绘狮城——

山川如故 向海而生》手绘系列作品，

用手绘形式来展现石狮风情，在钢骨

水泥中捕捉细腻的温度，为都市留下

印记。

“我去过很多地方旅行，画过很

多建筑，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石狮的红

砖古厝、燕尾脊。”当天下午，张宝妹

一行人前往宝盖镇龙穴村的景胜别

墅和华山归园田居写生。张宝妹告

诉记者，短时间内想要完成一幅完整

的手绘很难，比起用相机将现场的建

筑拍下再根据照片来画，她更喜欢花

十几分钟的时间用钢笔进行速写，

回家后再进行细致修改、上色。采

访中，张宝妹表示，此次手绘作品的

创作方向主要是石狮的地标建筑、

人文景观等，期间她向记者展示了

已完成的石狮姑嫂塔、祥芝龙海寺

等手绘作品。

对于为何会产生将石狮人文景

观通过手绘来展现，吾言文创的工作

人员表示，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发

展，一些古老的石狮建筑总是容易被

忽略，他们希望通过手绘这种接地气

的方式来留住大家心目中的石狮，留

住独特的人文风情，同时也希望把这

些手绘作品当成石狮的一种“文创产

品”，来推广石狮的旅游文化。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姑嫂塔、龙海寺、景胜别墅、华山红砖古厝......

用手绘方式留住石狮风情

本报讯 4月23日，由石

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

办，石狮市新华书店、石狮市

图书馆承办的第六届海峡读

者节暨石狮市馆藏图书样采

会在石狮市新华书店举行开

幕仪式。当天，样采会现场

展示了来自省内外50余家出

版社近一年出版的5000多种

图书，并邀请了石狮市各中

小学及企业单位到场参观采

购。

据了解，当天活动现场对

于前来参观采购的学校、企业

采取提前预约的方式，错时错

峰避免出现人员聚集。采访

中，新华书店负责人李先生告

诉记者，此次样采会开创新模

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线上网络订货平台更是高

度还原了线下图书馆样采会

的形式。“线下采购因为时间

原因可能会出现漏看的情况，

线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更

方便快捷。”李先生表示，往年

的样采会都是在福州举办，今

年考虑到疫情期间，为了方便

我市各中小学和企业采购，特

地在石狮市举办这次馆藏图

书样采会。

据介绍，此次展期将持续

至5月31日。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第六届海峡读者节暨石狮市馆藏图书样采会开幕

开启线上云采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