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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浓阴灵秀山

林阴蔽日

山景灵秀

摄影：茅罗平 撰文：李自涌

绿意山野

夏天的早晨或傍晚，漫步在生机盎然的
林阴道上，享受着绿意和清凉，绝对是许多
市民心中的“小确幸”。要说哪里可以寻觅
这样的去处，灵秀山无疑是一个上好的选
择。
时下的灵秀山，山野泛绿、水清如碧。沿
着起伏的木制栈道拾级而上，入眼即景——
千年古刹、泉南名寺金相院是净化心灵的神
圣之地，大殿、飞檐、香炉，行走礼佛间，心中
自生清静和欢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
的是田田的叶子；那一簇簇苍翠挺拔的竹子，
修长、窈窕而俊美，竹林晚风的惬意生活
唾手可得；这里的石奇也是名不虚传，虽
默默静卧却也生气灵怪……如此这般，怎
能不让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
凭借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加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灵秀山如今已经成为石狮名副其实的
“城市后花园”，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
享受到了“养在深山”的绿色福利。

登高视远
荷池秀美

竹林快意

古寺清静

奇石兀立

水绿山青

致歉书
石狮市供电公司及相关受影响用户：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 7 月起施行
进入7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
开始施行。法治，让社会治理更
完善，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政务处分法构筑惩戒职务违
法的严密法网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
不适用，党纪管不了”？自7月1
日起施行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
刑事处罚。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
行为，除了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
金、滥用职权等较为常见的公职人
员违法行为之外，还纳入了“篡改、

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反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拒
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
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
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
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
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
种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
处分，分别为警告、记过、记大过、
降级、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期
间分别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
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
撤职，二十四个月。

政务处分法要求，任免机关、
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
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
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监
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
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
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同时，
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
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
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
当及时提出监察建议。
新司法解释进一步保障“告
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

环球博览

的案件类型上，司法解释具体列
举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案件类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
特殊案件主动出庭应诉。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又出声”，司法解释规定，行政
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
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
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
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
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
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发表意见。
（新华）

赠台大熊猫
“圆圆”
再添
“千金”

菲律宾附近海域
发生撞船事故
14 人失踪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6月29日
证实，该国西民都洛省附近海域
28日发生一起撞船事故，造成14
人失踪。目前，菲方已派船只和
飞机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搜救。
菲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声明
说，28日凌晨，一艘菲律宾渔船
与一艘注册地为中国香港的货轮
在西民都洛省以西约15海里处
的海域相撞。事故导致菲渔船上
的14名菲律宾人失踪。
菲海岸警卫队说，涉事货轮
此前从菲北部的苏比克港出发，
计划前往澳大利亚。而涉事渔船
正在从菲西南部海域返回首都马
尼拉的途中。
菲海岸警卫队目前已派出海
警巡逻船及飞机前往事发海域执
行搜救任务。同时，菲海岸警卫
队也向附近海域的船只发出通
知，请求过往船只留意观察是否
有幸存者。
（新华）

定》自7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
释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活动，保障民众能够“告官
见官”。
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的内涵。一是仅限
于诉讼程序，不包括询问、调查等
程序；二是不限于行政机关，还包
括其他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
格的行政主体；三是不限于作为
被告的行政机关，还包括应当追
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人
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
讼的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台北市立动物园 6月 29日
上午介绍，大陆赠台大熊猫“圆
圆”28日产下的幼崽为雌性，体
重186克，目前状况稳定。这是
“圆圆”2013年产下第一只幼崽
后的第二胎。
动物园发言人曹先绍介绍，
“圆圆”生产过程相当顺利，刚出
生的大熊猫幼崽叫声十分洪亮，
“圆圆”母性很好，一生下来就用
嘴把熊猫幼崽叼到胸前呵护。但
是，可能由于“圆圆”生产过程疲
惫，也缺乏照顾幼龄宝宝的经验，

幼崽出生5个多小时一直没吃到
初乳，动物园因此决定将幼崽抱
出喂奶。
据介绍，从 2015年到 2020
年，台北市立动物园每年都尝试
为“圆圆”进行人工受孕，今年于
2月26日、27日两度进行人工受
孕。近期，“圆圆”出现食欲下降
状况，直到 28日上午“圆圆”破
水，保育员确定“圆圆”当天将生
产，经过5个多小时努力，下午1
点53分“圆圆”终于产下健康的
大熊猫幼崽。
（新华）

直播带货、
平台红包成
“618”
期间消费者吐槽热点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中
消协29日发布“618”消费维权舆
情分析报告，今年“618”期间消
费维权的负面信息主要是直播
带货、红包活动、短信骚扰、假冒
伪劣等。据中消协监测，“618”
期间消费者对于直播带货类的
吐槽信息有11万多条、对于电商

平台红包类的吐槽信息有3万多
条。
据介绍，消费者反映的直播
带货问题主要有：商家未能充分
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部分主
播涉嫌过度宣传产品功效；产品
质量货不对板，利用直播兜售
“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等；

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单造假；
平台责任意识缺失，售后服务难
保障。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直播带货平台多、主体多、方式
多、涉及商品或服务种类多，需
要明确权利义务主体，尽快步入
法治轨道。
报告还显示，消费者吐槽较

栈道起伏

多的红包类负面信息主要涉及
红包金额小、红包不到账等问
题。如某平台“叠蛋糕”活动，部
分用户红包没有到账，要等10个
工作日审核，完美错过“618”促
销活动；某平台“618理想生活列
车”活动，有消费者反映红包抢
了几百个，打开只有几块钱。

我公司施工人员于2020年4月26日10点51分挖掘
机开挖时不慎外破，造成石狮市供电公司10kV锦鸿Ⅱ回
线路电缆故障停电；后6月6日17:32施工人员再次开挖时
挖断电缆，造成10kV锦鸿Ⅱ回线路二次停电。我公司向
受到停电影响的用户致歉，对停电给社会和石狮市供电公
司产生的负面影响深表歉意。特此登报致歉。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石狮市锦尚外线道路工程项目部
2020年6月30日
●兹有福州友宝科斯
商贸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不慎遗失石狮泰禾商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多
经保证金收款收据1份，号
码 ：0010213，金 额 ：10000
恒顺
电 器 城 诚 聘 营 业 员（女 元，特此声明作废。
18-45岁）、小车送货员、跟 ●兹有石狮集翔物流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车员13906992429蔡
输证，车牌号：闽CD103挂，
招聘
车辆营运证号码：
保安13799585910
350581016943，特此声明作
诚招
小四轮司机一名88991248 废。 ●兹有石狮集翔物流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证，车牌号：闽CD101挂，
车辆营运证号码：
350581016944，特此声明作
●兹有蔡加川不慎遗 废。
失其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 ●兹有黄婷不慎遗失
号：I350033111，特此声明作 福建省厦门市医疗机构门
诊收费专用票据，注册号
废。
●兹有卢向阳、王丹媚 码：闽财（2019）票字第 38
夫妇不慎遗失其子卢竑铭 号 ，NO.00001769，收 费 单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位：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金
R350666772，特 此 声 明 作 额：13966.04元，特此声明作
废。
废。

人才市场

遗失声明

房 产 信 息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的

①为石狮市永宁新车路50号旧粮站门市部后面仓库二间及办
公二楼宿舍一间，建筑面积360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价：
17000.00元/年;标的②为石狮市物资大厦内大埕空地，建筑面
积323.4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价15120.00元/年。有意承
租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或关注本公司公众号。联
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二楼。联系人：
林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595-88768126
石狮市狮城产权交易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