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市民热线

139599008882
2020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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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2006年，邱某与蔡

某自由恋爱后同居生活，并生育有

两女一儿，现长女13岁，次女9岁，

儿子5岁。2013年，双方登记结

婚。2017年12月，蔡某携三个孩子

回娘家居住，与邱某正式分居。

2018年8月，邱某向石狮法院诉请

离婚，蔡某到庭辩称不同意离婚，后

法院判决驳回邱某的诉讼请求。现

三个孩子仍跟随蔡某在娘家生活，

蔡某的兄嫂也表示愿意协助蔡某照

顾好三个孩子。2019年8月，邱某

再次诉请离婚，其两个女儿跟随蔡

某来到法院并向法官表示，她们今

后愿意继续随蔡某生活。

石狮法院审理认为，邱某诉请

离婚被驳回后，双方没有往来，矛

盾未得到缓和。后邱某再次诉请

离婚，蔡某也表示同意，足见双方

夫妻感情确已完全破裂无和好可

能，对邱某的离婚诉求予以准许。

其儿子还年幼，且一直随蔡某生

活，应由蔡某直接抚养照顾为宜。

两个女儿现住地距其就读的学校

较近，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考虑，且

二人的意愿应得到尊重，应继续随

蔡某生活为妥。因此，由蔡某直接

抚养三个孩子的请求也予以准

许。邱某作为父亲应支付抚养费，

按照其工资收入每月支付3000

元，并针对蔡某的实际生活情况，

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

【典型意义】在父母离婚时，直

接抚养人的确定必须以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为核心。对于两个以上的

子女抚养问题，如果婚姻当事人无

法协商的，也未必就要将子女分开

抚养。本案中，邱某与蔡某的两个

女儿的认知、判断能力已趋近成熟，

她们的意思表示可以得到尊重。经

评估，双方当事人的条件以及未成

年人的意愿，石狮法院以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将三个未成年

子女判归一方抚养。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蔡玉玲）

本报讯 在“6�26”国际禁毒
日来临之际，6月23日上午，石狮

法院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对四起

毒品犯罪案件共15名被告人进行

宣判，显示人民法院打击毒品犯

罪的决心，告诫人民群众远离毒

品，树立防范毒品犯罪的法律意

识。近年来，石狮法院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从严惩处毒

品犯罪，2019年至今共审结涉毒

案件191件，涉案人数309人，取

得一定成效。

15人获刑 最高刑期
10年
“现在开庭……”昨日上午9

点，随着法槌的敲响，当天宣判的

第一起涉毒案中的4名被告人，在

市看守所的远程视频法庭参加集

中宣判。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4

日，石某、罗某（另案处理）向被告

人杨某求购毒品甲基苯丙胺（冰

毒）。杨某在收取石某通过支付

宝转账的预付款3000元后，指使

被告人王某从莆田市区运输毒品

甲基苯丙胺到泉州市区，并指使

被告人尹某驾车搭载其另行到达

泉州市区，先后与石某及被告人

王某接头，并将该二人接到车上。

被告人杨某先行向石某收取

毒资10000元，并从中返还石某

1300元，后从被告人王某携带的

毒品中取出0.66克交给石某查

验。被告人尹某驾车搭载被告人

杨某继续在路上行驶，后因发现

石狮市公安局民警杨某、辅警钟

某驾车围堵，被告人尹某即驾车

冲撞杨、钟二人驾驶的公安勤务

车后逃离，并通知被告人王某逃

离现场。

此外，在同年5月3日，被告

人杨某在莆田市城厢区以600元

的价格贩卖0.85克毒品甲基苯丙

胺给石某、罗某。同年6月17日，

被告人熊某在莆田市区某公园门

口贩卖25.16克毒品甲基苯丙胺

给罗某、刘某、范某（另案处理），

并收取毒资22500元。熊某还从

中抽取5000元给被告人杨某。

石狮法院认为，上述4名被告

人行为均已构成犯贩卖、运输毒

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

相应的罚金。在当天集中宣判的

另外三起毒品犯罪案件中，还有

11名被告人因涉毒犯罪被判刑。

其中上述案件的被告人杨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

元，为当天集中宣判案件中刑期

最高。

审结涉毒案 191 件
27人重刑
“从我院近年来所审结的毒

品案件看，零星性贩毒案件数量

仍然较高，同时犯罪手段更加新

颖、隐蔽，涉案毒品类型也更多样

化。”据石狮法院刑庭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毒品犯罪案件，该院始

终保持从严从重的处理原则，坚

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保

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2019

年以来，该院共审结涉毒案件191

件，涉案人数309人。其中，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146件，

容留他人吸毒案件44件，非法持

有毒品1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以上的重刑人数达27人。

与此同时，密切与禁毒各职

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强信息沟

通共享，及时掌握我市毒情，及时

反馈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加强与检察院、公安部门

沟通协调，以构建“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

引导侦查、起诉围绕法庭审判进

行收集固定证据，准确指控犯罪，

形成打击毒品的组合拳。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何荣

添 曾佳乐）

本报讯 6月23日下午，
石狮法院联合永宁镇政府开

展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主题禁

毒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

台、悬挂禁毒横幅、摆放宣传

展板、设置禁毒灯谜等多种

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法院干警通过发放事先

制作好的禁毒宣传材料、禁毒

案例、现场讲解等方式，宣传

国家禁毒方针政策和禁毒法

律法规，讲解禁毒的重大意

义，引导群众筑牢防范毒品侵

害的坚固防线，积极参与到打

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中。

（记者 郑秋玉 通讯

员 曾佳乐）

本报讯 6月23日下午，永宁

边防派出所联合永宁镇有关部门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民警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

识别毒品的基本方法，以及怎样提

高防毒意识和拒毒意识，同时鼓励

广大群众积极提供涉毒违法犯罪

相关线索，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对

毒品危害的认识。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黄雅洋）

本报讯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石狮全市共

立刑事案件1406起，同比下降37.0%，破获现案967

起，破案率68.8%，同比去年上升15.7个百分点，现

案破案率居全省县市区第一。其中，2月份全市共

立刑事案件158起，破获138起，全市现案破案率

87.3%，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91.1%，盗窃案破案

92.6%、电信网络诈骗案破案率64.2%，四项数据均

创该局单月历史新高。

据悉，石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积极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发动全体党员勇担使命，冲锋在前，通过构

筑战时党建新机制，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实战

的能力。大队领导班子主动破解工作难题，以“推

行现案快侦，打造民警110”特色党建项目为着力

点，将打击锋芒直指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抢骗”侵

财案件，切实维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进伟）

刑侦大队推行现案快侦，今年1至5月

现案破案率
居全省县市区第一

本报讯“学校知道我家庭
困难，始终给予关心和宽容，为

我减免学费，同时为我争取到各

项政策补助，我和我的家人一直

满怀谢意。”日前，在闽南理工学

院的办公楼前出现这样一幕感

人的画面，闽南理工学院的服装

与艺术设计学院和外国语学院

的两位2020届毕业生给学校送

来感谢信和锦旗，感谢学院这四

年对他们的关怀与照顾。

采访中，外国语学院的张同

学表示，他的家庭条件不好，入学

后，因为学费问题，他曾一度产生

过辍学的想法。2016年，闽南理

工学院董事长许景期知道这件事

后，找到了他，鼓励他努力学习，

同时减免他大学四年的学费。“因

为学校的关心和照顾，我今天才

能顺利毕业。”张同学说。

同样感受到闽南理工学院

关爱的，还有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的张同学。在了解了张同学

的家庭情况后，学校不仅将她大

四学年的学费减免一万元，还从

学校基金会中给予生活补助一

万元。

而这仅是闽南理工学院给

予校内贫困学子关爱的一小部

分。采访中，闽南理工学院许树

成副校长表示，校方一直将许景

期董事长提出的“不让一个学生

因贫困而辍学”作为资助工作理

念。除国家奖、助学金外，学校

还设立专项贫困帮扶基金，分批

分类对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给 予 不 同 情 况 的 资 助 ，仅

2019—2020学年就累计资助

3800多名学生。

另外，疫情期间，闽南理工

学院高度重视重点疫区和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

况，设立专项资金为学生提供暖

心援助，向百余名学生发放特殊

补贴。 （记者 蔡怡婷）

本报讯 6月20日，泉州海事处

执法人员依法对靠泊在安平码头

的“中泰XXX”轮进行船舶安全检

查，发现该轮未持有船舶电台执

照，执法人员立即对其进行现场勘

验及取证。据悉，这是泉州海事局

发现并依法查处的首艘未持有电

台执照船舶，为辖区水上无线电秩

序管理敲响警钟。

经调查，该轮未办理船舶电台

执照，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

条“船舶、设施不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和《无线电台执照

管理规定》第二条“使用各类无线

电台应当持有无线电台执照”。依

据《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十九）“不

遵守航行通信和无线电通信管理

规定”的规定，海事部门分别对船

舶所有人及船长给予行政处罚，并

责令船舶所有人限期整改。

水上无限电通信是船与船、船

与岸、船与飞机以及船舶内部的主

要通信方式，关系到海上人员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国家

声誉和经济发展。泉州海事部门

将在水上无线电秩序管理专项整

治工作中，强化执法，多措并举，着

力构建良好的水上通信秩序，保障

辖区船舶安全航行！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王黎

刘金华）

本报讯 6月22日，石狮市民政局、市社会福利

中心联合厦门致力消防服务中心举办2020年“安

全生产月”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中心全体干部

职工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厦门致力消防服务中心老师谢治涌

结合图片、视频及相关文字资料，分别就家庭和单

位电器设施设备老化存在的安全隐患、单位和家庭

必备消防器材、燃气使用的注意事项、火情紧急情

况的处置、火灾应急疏散常识等内容进行授课。

本次讲座结合大量火灾现场事故案例，让每位

参训人员深刻感受到火灾的无情，进一步意识到掌

握消防知识和安全技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魏少清）

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

本报讯 近日，在凤里派出所的邀请下，石狮志

愿者联合会乐善公益爱心志愿服务队对凤里街道

贫困孤寡老人进行摸底，并择选出符合条件的6户

贫困户纳入“月月帮扶”行动。

6月21日，带着米、油、蛋糕等食材点心，以及

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和慰问金，乐善公益志愿者联合

凤里派出所民警走进这六户贫困户家中开展慰问

行动。此次行动，志愿者详细询问贫困孤寡老人们

最近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并细心了解他们的住

房环境，以及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据悉，乐善公益“月月帮扶”启动于2017年6

月，每周日，志愿者面向石狮、晋江、南安等地的贫

困孤寡老人开展敬老扶贫行动，通过长期慰问，为

贫困孤寡老人群体传递来自社会的关爱。据了解，

截至目前，乐善公益已经帮扶贫困孤寡老人40户以

上，在行动中，除了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外，乐善志愿者还通过开展贴心对话、住房打扫等

多项志愿服务，为老人解决生活所需。

（记者 黄翠林）

志愿者精准帮扶
凤里6户贫困户

本报讯 6月20日下午，民建石狮市总支部在

市民主党派机关服务中心召开全体会员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会上，主委吕锜传达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

体会员要将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

务，认真学习、领会精神、贯彻落实。

会上还为民建石狮市总支第二、第三支部颁发

捐赠证书，表彰其在2019年度支持泉州市“同心助

学 松柏成才”助学活动；表彰了“2018—2019年度

泉州市民建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2018—2019

年度民建泉州市委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民建

石狮市总支部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陈梅）

民建石狮市总支部传达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上接一版）据悉，近两个月来，沙美村借助“三清四
美”工作拆除危旧房屋、违章搭盖等15000多平方

米，拆除危房30多座，改造成微菜地50块，由村民

认养维护。如今村里整洁明亮，菜地生机盎然，颇

有桃源缩影。蔡萌芽对沙美村的“三清四美”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要持续抓好“三清”，注重细节，

注重文化内涵，全面打响“家园清洁”环境综合提升

战役。

蔡萌芽表示，各镇（街道）及相关村（社区）高度

重视“家园清洁”行动，能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

开展“三清”工作，村容村貌有了明显的变化，得到

了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下一

步，要持之以恒推进“家园清洁”行动，在现有基础

上进行深化提升，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品质。要统一思想认识，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

民参与“家园清洁”行动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要树立精品意识，用心用情做事，切实把环境扫清

楚、拆清楚、摆清楚，注重品位和文化内涵，做到“花

小钱、办大事、见效快、反映好”。要借机借势借力，

凝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形成合力，把“家园清洁”变成群众的

自觉行动。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法院

通过远程视频对15名涉毒人员集中宣判

多部门开展禁毒宣传 石狮法院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闽南理工学院毕业生
送锦旗感谢母校4年资助

泉州海事处
查获首艘未持有电台执照的船舶

婚生未成年子女三人
均由一方直接抚养

本报讯 加油站内，一部

正在加油的汽车车头突然冒

烟起火，加油员立即停止加

油，实施灭火；站长立即指挥

启动应急预案，按下现场紧急

切断阀、切断加油站电源总开

关……昨日上午，石狮市危险

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在

中石化路路顺加油站举行，演

练现场浓烟滚滚，应急处置紧

急有序。

本次演练活动模拟加油

站内车辆起火、油罐车卸油漏

油的应急救援场景，并开展灭

火器、灭火毯实战演练，涉及

应急程序启动、现场紧急疏

散、隐患及时处置、泄漏危险

化学品收集、火灾扑救等应急

处置全要素，检验应急预案，

提升实战能力。

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应急演练重点考察企

业员工是否熟练掌握危险化

学品泄漏的应急处置方法，使

用应急消防器材的熟练程度，

以及应急预案的实施是否顺

畅，也是对企业应急预案与政

府应急预案衔接性的检验与

磨合。从演练情况来看，总体

上达到了预案要求，参演企业

及员工展现了专业素养，具备

将事故消灭在初起状态的能

力，从而达到快速有效处置突

发事件的目的。

作为今年我市“安全生产

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演练

由市应急局主办、中石化森美

（福建）石油有限公司泉州石

狮分公司承办，市应急局、商

务局、消防救援大队有关领导

和专家，全市各加油站负责

人，中石油、中石化、中化、闽

海石狮片区经理和油品协会

会长现场观摩演练。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加油车辆突然“起火”中石化员工应急处置
石狮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