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市民热线

139599008882
2020年4月27日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石狮日报（石狮新闻网）、东方收藏（东方收藏网）采编人员所创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505002005007 印刷：福建日报（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经营许可证号：354300005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693

在 全 民 抗

“疫”中，没有旁

观者、没有休息

日，对于市政协

教科文卫办公室

副主任王晓明来

说，这样的体验

尤为深刻。驻社

驻企的两个多月来，她身兼数职，不分昼夜高强

度运转：每天同社区“两委”、工作人员一起，奔忙

于社区大街小巷，疫情防控和生产保障的重心在

哪里，她就出现在哪里。在别人眼中，她是疫情

防控战中“敢打仗”的先锋，也是敬业忘我的“女

干将”，非常时期彰显巾帼担当。

2月初，在接到下沉社区、协助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任务后，王晓明作为凤里驻村组组长，凤

里驻村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第一时间赶往凤里街

道东村社区。在疫情防控一线，戴上口罩成了她

的全部武装。

“把自己当成社区中的一员，守住社区居民，

才能坚决守住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无论是

排查返乡人员及其外来人员，还是深入居家观察

对象家中协助开展体温测量，做好群众的解释工

作，帮助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让群众安心居家

隔离，抑或是引导动员群众不走亲访友、聚会聚

餐……身为女同志，她亲力亲为，样样不落。

繁重杂乱的工作，从不停歇地转场，“白+

黑”、“5+2”的工作方式，成了她一段时间以来的

工作常态。

为最大限度切断疫情传播途径，王晓明放弃

休息时间，主动参与到“清洁家园 共抗疫情”行

动中，更当起一线“劝导员”，发动、带动社区群众

参与其中，共同营造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降低

传染病源传播的风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保驾护航”。

每到夜里，她还要梳理疫情防控情况，从中

查找不足、堵塞漏洞、总结经验……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为尽快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王晓明又担任起社区复工复产小

组组长，“点对点”上岗，“手把手”指导企业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她第一时间掌握企业、产能等情

况，针对企业实际，靶向帮扶，精准发力，先是帮

助企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复工防疫方案，让企业

及时掌握了解员工的健康状况，在门卫处设立员

工和来访人员体温监测点，登记造册。短短时间

内，王晓明帮扶的企业之一七彩云服饰已逐步转

入正轨，生产有序进行。

回顾过去的两个多月，几项工作交叉叠加，

时间紧、任务重，但也开展得有条不紊，这“归功”

于她的“办法”——少休息，多干活，每天在社区、

企业来回跑，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防疫工作再忙，她也从未忘记政协人的本职

工作和履职责任，而是将驻社驻企期间的宝贵经

历，转化成为深入基层一线倾听民声的重要渠

道，通过留心观察，收集民意，向石狮市政协提交

了《关于规范使用84消毒液建议》的社情民意专

报件，为消毒液在基层的规范使用提供了可参考

性意见。

“守好一个社区，护卫一座城市”，对于王晓

明来说，这便是一个“抗疫”下派干部的最好诠

释。值得一提的是，王晓明并非一个人在战

“疫”，她的丈夫与儿子都是医务人员，都在“疫”

情一线默默坚守。王晓明则在离群众最近的基

层岗位上，发挥女性的细心和耐心，用实际行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巾帼力量。

（记者 谢艳）

本报讯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

产权日。针对侵权假冒犯罪，石

狮法院始终保持严打严判的态

势，2019年至今，共受理侵权假冒

刑事案件41件涉及60人，审结40

件59人，所审结的案件中，所处罚

金共计1036.9万元，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以上的共有22人，严重打

击了违法犯罪分子，对妄图以身试

法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净化了商品

交易环境。日前，石狮法院还发布

了一起有关侵权的典型案例。

经审理查明，李某（另案处

理）系泉州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2011年下半年，在李某的要

求下，被告人刘某组装1组使用假

冒“东风DONGFENG及图”注册商

标发动机的发电机组，由泉州某

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

石狮某房地产公司，并安装在某

小区地下室机房。

被告赖某系被告单位泉州某

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3年

3月至2015年3月，在被告人赖某

的要求下，被告人刘某先后组装

了5组假冒“东风DONGFENG及

图”注册商标发动机的发电机组，

再由被告单位泉州某机电公司，

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他人，

这些发动机均被安装在小区地下

室机房使用。

2018年4月，被告人赖某在石

狮某大厦被抓。同年6月，被告人

刘某在扬州被抓。案发后，被告

人刘某退出违法所得23万元，被

告人赖某赔偿180万元，并取得谅

解，李某支付更换发动机押金40

万元。

石狮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

赖某、被告单位泉州某机电公司

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五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判处

被告人赖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

元，判处被告单位泉州某机电公

司罚金四十万元。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一种严重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所有权的犯罪，

不仅破坏了国家的注册商标管理

秩序，也给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带

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据石狮法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石狮本地多为

假冒纺织服装品牌注册商标。由

于此类案件犯罪成本较低、回报率

高，有些人为一时利益，不计后果

以身试法，最终深陷囹圄。

据了解，假冒注册商标罪只

是侵权假冒犯罪的一种。近年

来，石狮法院始终把审理侵权假

冒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依法

严惩涉侵权假冒犯罪，为我市经

济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支

持。同时，加大对此类案件的公

开审判力度，并积极宣传以提升

震慑和警示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协

作，共同推进侵权假冒犯罪防治

体系的构建。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曾佳乐）

本报讯 4月26日是第20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全国知识

产权宣传周活动主题是“知识产

权与健康中国”。为进一步提高

大众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和管理能力，石狮市紧紧围绕宣

传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培

育、提升社会大众知识产权意识

和创新精神。

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线

上，各单位部门根据知识产权宣

传周的宣传要求，在微博、微信公

众号上转发中央及省市关于2020

年宣传周宣传的官方链接，营造

浓厚的知识产权宣传工作氛围。

结合今年疫情防控工作，有针对

性地宣传知识产权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线下，通过实地走访，开展送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企业、进社

区等活动，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学

习知识产权知识、自觉树立创新

理论。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专

项检查，突出商场、超市、药房等

重点场所，围绕鞋、衣服、玩具、酒

类以及药品、保健食品等重点商

品开展全方位检查。发放打击侵

权盗版典型案件材料、《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等保护知识产权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册彩页及公益海

报等，进一步增强大众的产权意

识。

加强部门沟通协助，构建防

治体系。加强行政机关、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之间的沟通协作，共

同推进侵权假冒犯罪防治体系的

构建。通过公布典型案例、公开

宣判、集中宣判等方式，及时向社

会公布打击涉侵权假冒犯罪取得

的成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营

造依法严厉打击涉侵权假冒犯罪

的舆论氛围。

（记者 郑秋玉）

本报讯 在紧张的防疫工作安保中，永宁边防派

出所创新宣传形式，针对疫情期间居家学习的学生，

专门制作了一份防疫及禁毒的课件。

课上老师播放了民警陈警官为同学们精心准备

的防疫及禁毒宣传“短视频”。陈警官向师生们普及

禁毒知识，并叮嘱学生们在疫情防控期间千万不能

麻痹大意，无特殊事情尽量减少外出，坚决做到不聚

会、不扎堆，出门戴口罩，如发现自己和家人出现发

热、咳嗽、胸闷、腹泻等不适症状，或有可疑接触史情

况，要主动报告给校方。民警还将禁毒宣传与防疫

有机结合，力求提高师生们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控

能力，切实做到疫情防控、禁毒宣传两不误。

通过网课形式进行禁毒及防疫宣传的方式吸引

了广大同学关注，加深学子们对毒品严重性危害的

认识，形成共同预防毒品、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共

建无毒校园，齐心协力打好防疫及禁毒攻坚战。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陈炯楠 文/图）

本报讯 4月26日上午9时，围

头湾石井泉金客运码头附近水域

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几只粉白色的

身影在嬉戏玩耍，格外引人注目。

正在围头湾石井泉金客运码头附

近水域进行海上巡航的南安海事

处执法人员连连惊呼，这不是白海

豚吗，立即用手机将这一幕拍摄下

来。

在1分09秒的视频中，白海豚

玩耍、追逐着一艘油船进港，它们

像花样游泳选手一般，身躯欢乐地

跃出水面，露出脊背，再一头扎进

海里，浪花四溅。视频中除了海面

的风声、机械的作业声和执法人员

惊喜的欢呼声，还可以清楚地听见

海豚发出的高音频的叫声。视频

中，油船抵靠码头后，它们仍在周

围活动一段时间，再逐渐消失。除

此，海面上还可以看见5只黑色的

海豚的身影。据执法人员介绍，近

年来，随着海上环境治理力度的增

大，泉州水域水质逐年改善，2020

年在泉州湾、深沪湾海域作业人员

已经多次发现海豚的身影。其中3

月31日下午4时50分，泉州海警局

南安工作站在石狮海域发现了11

只白海豚，场面十分壮观，但因海

豚出没时间不定，又距离较远，很

难留下像昨天如此清晰的珍贵的

视频资料。

（记者 洪亚男通讯员 徐建伟）

本报讯 疫情无情，人间有

爱。近来，海百合创作《你笑起

来真好看》歌舞MV，参加中国

儿童歌舞学会发起的抗击疫情

爱心公益接力活动，受到市民关

注和点赞。

此次抗击疫情爱心公益接

力活动邀请国内各省市优秀艺

术团队参与，石狮海百合与厦门

思明区青少年宫是福建省被邀

请参与活动的团队。《你笑起来

真好看》歌舞MV，站在孩子们

的角度看世界，以孩子们天真的

笑脸、甜美的歌声、积极向上的

精神，激励社会各界参与抗击病

毒，同时向不畏艰险、逆行而上

的抗“疫”英雄们致敬。

不仅如此，海百合还制作了

原创歌曲MV《我不哭》，向最美

逆行的白衣天使致敬。《我不哭》

这首歌，站在少年儿童立场上，

写出孩子们的心境，表达孩子们

理解父母在这场战“疫”中“不能

退缩”的角色，用“不哭”给予父

母最大的支持。同时用歌曲表

达盼望疫情早日过去，孩子们想

要陪父母一起再次到武汉，“去

看樱花迎日出”的憧憬之情。目

前，该MV在石狮电视台、泉州

电视台、石狮旅游�微官网、福建
省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中

国儿童歌舞学会等媒体播出、转

载。 （记者 高荣芳）

本报讯 4月26日中午11时47

分，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火烧桥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骑着三轮

自行车的老人被卷入一辆水泥罐车

车底。泉州丰泽城东消防救援站接

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11时55分，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水泥罐车底盘下侧躺着一名

老人，尚有意识，表情十分痛苦。消

防员用千斤顶将罐车顶起，再将被

卡底盘的三轮车拆除。现场120医

护人员则对老人进行医疗救护。经

过了2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被

抬出送医。

据现场知情人员介绍：当时老

人骑着三轮车停在路口等待红绿

灯，一辆水泥罐车径直把三轮车撞

倒，老人被卷入底盘。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

霞 李军阳）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石

狮市狮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支

部开启“护学模式”，坚持“服务+

保障”原则，出动安保力量维护校

园秩序，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

网，为返校复课师生保驾护航。

“请靠边停车、请先测体温、

请家长留步……”一批身着保安

服的保安员在各校园大门口忙

碌着。在辖区石光中学、锦峰实

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学校路口

及周边路段，由保安员组成的护

学安保力量灵活调整执勤时段，

严格落实校园制定的周边“高峰

勤务”和“护学岗”制度，集中力

量重点加强校园门口周边300

米范围内的交通管控、秩序维护

工作，现场设置临时停靠通道，

有效分散接送学生车辆集中停

靠，消除学校门前人车混行等安

全隐患。同时，护学安保力量还

积极协助校方做好师生入校前

体温测量工作，全力确保师生安

全、健康、有序入校。

据悉，下阶段该公司党支部

将继续将校园疫情防控和安保

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充分发挥保

安队伍在疫情防控和维护辖区

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李诗诗）

石狮严厉打击侵权犯罪 净化商品交易环境，2019年至今

法院受理侵权假冒刑事案41件涉及60人

石狮市“线上+线下”普及知识产权知识

围头湾海域
白海豚追逐油船进港了

老人被卷入水泥罐车车底

本报讯 4月24日，石狮市安委会组织市府

办、督查室、应急局、住建、城管、工信、公安、消

防、供电等部门组成的验收组，对被列入2019年

市领导挂钩整治问题库的灵秀镇电商园区域性

消防安全隐患整治以及祥芝镇、鸿山镇电镀行业

消防安全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工作开展验收。

验收工作组一行深入灵秀镇、祥芝镇、鸿山

镇查阅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相关工作台账。随后，

验收组随机抽查了灵秀镇电商园区、祥芝镇电镀

企业等场所，对前期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存在的隐

患的整改进行了检查验收。

实地验收后，验收组召开了消防安全突出问

题整治验收情况反馈会。会上，分别听取了灵

秀、祥芝、鸿山镇区域性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情况汇报，各验收小组反馈了台账检查、实地核

查情况，专家组成员就区域性隐患整治工作提出

了意见建议。会上还对下一步安全生产及消防

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这些地方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治到
位吗

石狮市安委会进行验收

海百合创作MV助力抗“疫”致敬英雄

学校来了“新主播”
永宁边防派出所网课开展防疫禁毒宣传

保安服务公司开启“护学模式”

王晓明：
柔肩担重任，巾帼勇逆行

本报讯 近日，东埔边防派出所深入辖区渔

港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

等方法，并通过实际典型案例向群众讲解了毒

品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民警还

告诫广大群众，公安机关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

“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将严厉打击惩处。民

警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鼓励群众

积极举报和提供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此次活

动，有效增强了群众抵制毒品犯罪的自觉性，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称赞。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雪清）

东埔边防派出所
深入渔港开展禁毒宣传

关注世界知识产权日

（上接一版）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和
企业家代表均身着石狮本土品牌

鞋服，为石狮源头好货站台。石狮

市长黄春辉身着石狮本土运动品

牌，再次化身网红主播，深入各个

城市共享直播间，与“网红”主播一

起为石狮美食美景代言、带货。

“吃喝玩乐购”呈现立体云展

会。开幕式当日，石狮青创抖音网

红时装节、“福聚石狮 食尚海丝”

2020石狮国际食品城直播招商推

介会、“狮来运转 乐游石狮”旅游

在线推介会等活动分别在各个分

会场直播上线，百名网红直播打卡

石狮美食美景，单场实时观看和回

看人数高达1730万次。网交会期

间，12个分会场累计举办25场配套

活动、41场专场直播，以社群、直

播、图文多维度，将石狮源头好货、

饕餮美食、山海城美景通过不一样

的价值路径传播出去，让大家全方

位、场景式地体验展会盛况。

新项目新基地助推“网红城

市”建设。狮城众创直播基地入驻

项目、千玺文化与百德跨境电商生

态园合作项目、天猫-石狮产业带

服务中心、石狮原创网批中心、石

狮青创直播商学院、石狮产业带供

货中心、印象空间直播基地等16个

新项目新基地在网交会期间落地

启动，推动了传统企业与电商产业

的接轨互动，带动智能手机的热卖

和5G网络的加快布局，为石狮网红

城市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记者 王文豪 颜华杰 通讯

员 辛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