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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疫情当前，校园普法

如何继续？日前，石狮法院创新

线上普法形式，组织石狮市华侨

中学、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师生，通过钉钉视频直播的方式，

参与庭审直播，在线接受法制教

育，取得不错的普法效果。

“现在开庭……”7月24日下

午3点，承办法官王顺玲在石狮法

院第一审判庭内，庄重地敲响了

法槌。被告人林某、李某在市看

守所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庭

审。与此同时，石狮市华侨中学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段，厦门

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初二年段的

2500余名师生，则通过钉钉视频

直播的方式，远程观摩了整个庭

审过程。

在庭审结束后，王顺玲法官

还对参与远程旁听的学生进行了

法庭教育，提醒青少年学生，暑假

期间，要提高人身财产的自我保

护意识。同时告知他们遇到不法

侵害时，要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

护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秩序，

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

民。

据了解，这是石狮法院首次

运用钉钉直播的方式对学生进行

线上普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为避免人员聚集引发疫情感

染风险，学生到现场旁听庭审、法

治讲座进校园等普法教育形式已

受限。为此，石狮法院依托互联

网技术，通过钉钉直播的方式与

多所学校实时连线，学生不到庭

即可远程旁听庭审，接受法制教

育，实现了疫情下校园普法的创

新。这种新型校园普法形式，不

仅打破了空间限制，还突破以往

现场旁听时人员数量的限制，扩

大了庭审观摩的受众面，使得校

园法制教育能够惠及更多的学

生。

接下来，石狮法院将继续依

托互联网平台，创新校园普法形

式，推动“法制进校园”常态化，充

分发挥法院掌握法律资源及法官

掌握法律知识两种优势，大力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青少

年法制意识提升，为我市“五个

年”活动营造更优法制环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陈雅娜）

本报讯 沿海大通道与祥鸿

大道交叉口改造工程，历经两个

多月赶工，主体形象基本显露。

原来不规整的“Y”字形路口，裁

弯取直后已拉直成“T”字形路

口。城投集团交建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按工期安排，工程在

下月中旬即可完工。

7月25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拉直后的主路，左幅路面和

右幅一个车道都已铺设上了水

泥混凝土面层。“右幅剩下一个

车道也会在月底铺上面层。”交

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剩下的

工程，主要是两边绿化、交叉口

处的渠化以及交通信号灯安装。

走过这一路段的民众都清

楚，改造前，这个路口极不规整，

特别是右拐往古浮方向时尤为别

扭，需要绕到“Y”字路口的三叉区

调头才能进入沿海大通道。碰到

石湖方向来车也去古浮时，2车道

的空间里会车很不便。因此，这

里也成为一处安全隐患点段。

为此，结合“交通整治年”活

动，今年我市将此路口的提升摆

上议程，并在5月初正式进场改

造。“主要是裁弯取直、增设红绿

灯。”交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改造完，这一交叉路口的交

通组织将得到优化，也有助于减

少行车安全隐患。（记者 康清

辉 颜华杰 通讯员 冰坚 明政）

本报讯 7月25日晚9时30分，

恒大冰泉公益义卖助学活动圆满

收官，义卖总额10万余元！以水传

情，达善社会，这场义卖助学活动

激发了石狮社会各界的公益热情，

共同助力石狮市“慈善学子工程”，

帮助更多的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借助石狮日报，主办方向石狮社会

各界及爱心人士的支持助力表示

由衷的感谢。

“喝好水，做好事！”本次活动

由石狮市慈善总会、恒大矿泉水

集团、福建省瑞福祥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石狮泰禾广场、

市司法局协办，义卖所得款项全

部捐赠给石狮市“慈善学子工

程”。据瑞福祥公司蔡总介绍，7

月9日，石狮市慈善总会发布“慈

善学子工程”倡议书后，瑞福祥公

司立即响应，着手筹备义卖活动，

并得到恒大矿泉水集团的大力支

持，在石狮日报的推动下，有关各

方迅速确定了活动方案，并开启

了义卖预售模式。

五天线上预售，两天现场义

卖，是一场爱心接力。恒大冰泉公

益义卖助学活动得到市委办公室、

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政协

办公室及各级各部门的支持，各镇

（街道）也纷纷响应，爱心企业、单

位或个人踊跃报单。在预售第四

天，预售已超2500箱，预售金额接

近8万元，已超出了原计划的义卖

数量。基于此，主办方决定追加恒

大冰泉的赞助数量，将社会各界的

公益热情推向高潮。

“不少企业商家，多次报单追

加购买数量，令人印象深刻。”主办

方工作人员杨小姐表示，这不仅是

对恒大冰泉品质的信赖，更是对

“慈善学子工程”公益项目的支

持。不少市民群众在参与助力的

同时，还将义卖资讯转发到朋友

圈，让更多的朋友前来助力，带动

了一波又一波的购买热情。“恒大

冰泉，每一滴水都是长白山深层矿

泉！”在义卖现场，不少市民顶着烈

日、冒着高温，专程赶来参加义卖

活动，“既能喝好水，又能做好事，

可谓一举两得！”

以水传情，从善如流。作为主

办方之一、石狮市慈善总会蔡秘书

长表示，正逢高考成绩公布之际，

本次恒大冰泉义卖助学活动的举

办，不仅助力了“慈善学子工程”，

更激发了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

关注与支持。市慈善总会将用好

每一笔爱心款，帮助更多石狮市贫

困学子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记者 林恩炳 郭雅霞）

本报讯 7月22日晚上10点

半左右，村民蔡某欣到祥芝派出

所报案称自己停在莲坂菜市场

的三轮电动车被偷了，于是该所

快速启动“小案快侦”机制，力争

“快侦快破快挽损”。

民警通过三轮电动车被偷

地点的周边进行侦察研判，快速

锁定一名身着红色短袖的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沿着红衣男子的推车轨

迹，以“一标三实”为抓手，对周边

的仓库、空地等有可能作为藏赃

的地方开展排查，并依托“百万警

进千万家”活动挨家挨户进行入

户走访排查，希望能找到相关的

目击证人。当民警排查到蔡某罗

家中时，蔡某罗直接承认自己将

蔡某欣电动车推走，但不承认自

己“偷车”，称是因为蔡某欣拖欠

自己工资，多次联系协商未果，才

把蔡某欣的车推走，并且推车之

前已经电话告知蔡某欣了。

初步了解情况后，民警把蔡

某欣和蔡某罗请到派出所进一

步了解。经了解，蔡某欣拖欠蔡

某罗工资3000余元，蔡某罗多次

讨要未果，一气之下便想把蔡某

欣的车“藏起来”，以便有“筹码”

讨要工资。蔡某欣称，自己并非

故意要拖欠工人工资，而是公司

总部也迟迟没有下拨工资，自己

也被拖欠了。

了解完事情始末，社区民警

开始做双方调解工作。民警先是

严厉批评了蔡某罗“藏车”的不当

行为，教育他维权应走正规渠道，

不应擅自将别人的车辆推走藏起

来；同时也批评蔡某欣没有正确

处理好与蔡某罗的劳资问题。经

过民警耐心调解，双方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蔡某罗答应还车，蔡某

欣也答应会尽快结清工资，并且

不追究“藏”车的事情。（记者 杨

德华 通讯员 施超明 董萍萍）

本报讯 7月24日，石狮市残联带领“励志宣

讲团”走进康语儿童智能康复中心开展“决胜小

康 奋斗有我”主题文化周活动，并从“讲”“听”

“绘”“观”等方面强化残障未成年人的生命意识和

责任感，提升残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水平，丰

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活动中，国家一级美术师、石狮市一云书画室

画家蔡武概先生讲起他自身的励志故事。他是福

建石狮人，出生时双手便患有一定程度的残疾，且

从小家境贫寒，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放弃心中的

梦想，他从补鞋匠开始，历经艰难坎坷，四处奔波

求学，最终成为一名水墨画画家。同时，他也一直

热心于公益活动，带领广大残疾人自强创业，多次

受到市工会、市残联等领导的肯定。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许森森）

本报讯 连日来，共青团石狮市

委积极响应上级团委号召，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2020年希望工程“一元

捐�百分爱”活动，截至目前，共筹集
爱心款735165.9元。这是记者昨日

从石狮团市委获悉的。

据悉，自6月中旬以来，石狮团

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0年希

望工程“一元捐�百分爱”活动，秉承
“依法组织、广泛发动、坚持自愿、鼓

励奉献”的原则，向全市广大青少年

倡导“微捐赠�微公益”理念，大力弘
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广泛汇聚公益

力量。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

们积极参与，纷纷将节省下来的零

花钱投入爱心捐款箱，一元、五元、

十元……点滴爱心汇成爱的洪流。

根据初步统计，本次活动共有63所

中小学参与，共募捐爱心款项

735165.9元。活动所筹资金将全部

用于“希望工程”拟资助的贫困学

生，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圆梦，

让贫困家庭孩子更好地享受公平的

学习机会，健康成长为社会的有用

之才、国家的栋梁之才。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郭翠）

城市地下管

线是指城市范围

内供水、排水、燃

气、热力、电力、通

信、广播电视、工

业等管线及其附

属设施，是保障城

市运行的重要基

础设施和“生命线”。当前我市地下管线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

晰的地下管网专项规划，且多头管理，各自为政，

地下管线空间格局混乱。

九三学社石狮市基层委员会建议，尽快完善

相关机制，提高综合管理水平，以利于今后的可持

续发展。

九三学社石狮市基层委员会建议，开展地下

综合管廊试点工程，探索投融资、建设维护、定价

收费、运营管理等模式，提高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水

平。结合新区建设、旧城改造、道路新（改、扩）建，

在重要地段和管线密集区建设综合管廊。

其次要理顺关系。建议在市政府的指导下组

成地下综合管廊业主委员会，招标选择建设、运营

管理单位。

此外，可统筹考虑综合管廊建设运行费用、投

资回报和管线单位的使用成本，合理确定管廊租

售价格标准。同时实现信息共享，以完善地下管

网档案系统为抓手，建立完整的管线地理信息系

统，将城市地下管线的信息以数字的形式进行获

取、存储、管理、分析、查询、输出，建立具有空间

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系统，实现地下

管线信息的动态管理。最后，建议有关部门在规

划设计、建设时，多学习和借鉴一些国内外先进城

市的经验。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阳洋）

议政建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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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项
目建设好、运作好，让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吕承喜

表示，以建成的石狮吊瓜基地为例，新康村践行

“两山”理论，实行“农户+生态银行+合作社”运作

模式。依托该模式，新康村8户贫困户及40名农

户将100亩土地存入“生态银行”，每年可获得固定

收益。新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这100亩土地进

行托管，组织村里的贫困户种植吊瓜。通过统一

供应，统一服务，统一管理，统一收购，实现贫困户

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吕承喜指出，今年吊

瓜长势良好，预计年产值约60万元，每年可增加村

财收入7.5万元。

“吊瓜全身都是宝，且一年种植投入，多年收

获受益，省工、省本，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农

户范昌培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通过

种植吊瓜实现脱贫致富。如今，范昌培作为致富

带头人，参与石狮吊瓜基地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工

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康村茶叶加工厂、新康

村农特产品展示厅两个项目仍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即可投入使用。“多亏了石

狮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若三个项目都建好投

用，不仅我们的村财将翻番，村民收入将随之水涨

船高！”吕承喜满怀期待地说道。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徐培翔 吴剑虹）

本报讯 7月22日，一名浑

身酒气的男子来到永宁边防派

出所，要求查询一下之前一起警

情的处理结果。民警闻到他一

身酒味，于是询问他是怎么来派

出所的。男子自称是朋友载来

的，民警调取监控却发现该男子

是自己驾驶摩托车来的。

永宁边防派出所民警调查

发现，该男子陈某不但饮酒驾

车，而且无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

无牌摩托车，从某酒店一路晃晃

悠悠开到派出所。经呼气检测，

陈某酒精含量为110mg/100ml。

目前，陈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无证驾驶、驾驶无牌摩托车、

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

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理。

民警提醒：驾驶人酒后驾驶发

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5

倍，酒驾、醉酒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

全，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重

要原因。饮酒会导致人反应迟钝、

行动迟缓，驾驶人控制车辆能力下

降。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一定

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陈炯楠）
本报讯 网恋一般都是女子被

骗，31岁的晋江男子小陈没有想到

自己也深陷网恋骗局，被骗63182

元。近日，晋江警方通报此案。

小陈一直在上海做瓷砖生

意。去年7月，小陈在网上认识了

一个四川妹子，妹子自称姓王，今

年22岁，也在上海上班。同为异乡

人在上海打拼，小陈和王某两人惺

惺相惜，聊得很投机。经过一个月

的网聊，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小

陈比较单纯，没有谈过恋爱，王某

的头像看起来甜美可爱，声音很

甜，小陈以为自己找到了心仪对

象，因此对她死心塌地。当王某以

没钱交房租、没钱买东西、母亲摔

倒住院没钱交费等理由找小陈要

钱时，小陈都一一兑现。

从转账记录看，从去年7月认

识，小陈就开始给王某发微信红

包、转账。从去年7月27日到今年

3月24日，转账多达100多次，金额

达63182元。今年3月底，小陈联系

不上王某。今年4月初，小陈特意

到四川，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下

找到了王家，还真有这号人，不过

王某不是妹子却是汉子。意识到

被骗后，小陈向晋江市公安局报

警。

今年7月7日上午，警方在上海

松江区抓获诈骗嫌疑人王某。经

审讯，诈骗嫌疑人王某交代了诈骗

小陈的犯罪事实。“头像是我网上

下载的，声音我用了变声软件。”目

前，王某因涉嫌诈骗已被依法刑

拘，该案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凌

龙 张绍澎）

石狮法院创新线上普法形式

直播庭审 2500余名师生在线接受法制教育

石狮市举办2020年“一元捐�百分爱”活动

筹集73.5万元爱心款

以水传情 达善社会
恒大冰泉公益义卖助学活动圆满收官

男子网恋遇骗子 6万多元打水漂

中国好声音石狮赛区校园赛海选赛开赛

无证酒驾无牌摩托到派出所咨询被抓

工资被拖欠 男子“藏”车抵债

加强我市地下管线建设

石狮市残联开展全国主题文化周活动

给残障孩童讲励志故事

本报讯 7月24日上午，在蚶江派出所洪窟警

务室内，晋江警方领着一名老人前来找家人，希望

警务室能够提供援助。

“这名老人从西滨要去洪窟找侄子，结果迷了

路，我带着他在洪窟转了好几圈，老人始终认不出

侄子家。”晋江市公安局西滨派出所连警官告诉正

在值班的洪窟警务室辅警老程。据了解，该名老

人来自河南，一直跟随女儿住在晋江西滨。当天，

老人的女儿去上班，老人一个人闲来无事想着自

己到洪窟侄子家玩，结果在西滨迷了路。老人既

说不出女儿的联系方式，又认不得自己住在西滨

哪个地方。连警官只好载着老人来到洪窟，想看

看老人是否对侄子家有印象……

辅警老程则当即把这一情况发到了村里网格

员管理群，广泛发动洪窟警务室辖区河南老乡获

取有效信息，帮助老人找到家人。信息发出去没

多久，网格员管理群立即热闹起来，网格员针对自

己管辖的网格，发挥人熟、地清、事明的优势，立即

发动河南老乡，以厂企为单位迅速发起寻找老人

侄子的信息，不一会工夫，在洪窟一五金厂上班的

尹先生接收到了走失老人的信息，认出了该名老

人正是自己的叔叔，并马上联系了该片网格员一

起到警务室认接叔叔回家。

“小网格大作用，点滴服务在网格，今天我真

的感受到了！”尹先生连连感谢在场的民警、辅警

以及网格员。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吴静怡）

小网格大作用

民警帮助走失老人归家
本报讯 7月26日晚，第二

届世茂魔音歌声赛暨2020中国

好声音石狮赛区校园赛海选赛

在世茂摩天城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受到石狮爱好音

乐的学生们踊跃报名。活动

中，选手们各自崭露头角，亮出

歌喉，赢得观众们的掌声，整个

现场气氛热烈。

据悉，本次环节邀请到的

2020好声音专家评审团导师是

亚赫文化传播总经理、福建省

创作人协会泉州主任、福建泉

州青年音乐人协会副会长、广

东流行钢琴协会副会长朱晓

东；中国民族声乐协会会员、福

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蒲公英

声乐比赛荣获民族唱法金奖的

陈芳菲；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

员、泉州电视台唱歌拼输赢栏

目年度亚军洪培良。导师们将

现场根据学员的音准、气息、节

奏、情感等对选手进行综合评

审，最终13名选手现场成功晋

级下一轮环节。

本周，7月26日晚及8月1

日晚为校园赛的两场海选赛，

本周末还将有校园赛的明星学

员新星秀，广大市民可前往观

赏。 （记者 王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