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市民热线

139599008882
2020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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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双11”福建法拍节，
石狮法院分会场人气火爆，好房、

豪车、金银首饰……令人眼花缭

乱。

为进一步提高执行标的财产

处置效率，维护当事人的胜诉权

益，“双11”期间，石狮法院将查封

的房产、车辆、金银首饰、模具等通

过阿里拍卖平台进行集中拍卖。

11.05万元 豪车“白
菜价”开走

2020年4月13日，石狮法院依

法公开宣判了陈某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案件，案涉财产经询价评估

等程序，依法进入拍卖阶段。“双

11”期间，该案首批处置的12辆豪

车中，最受关注的是其中一辆凯迪

拉克“二手汽车”，该车的行车里程

仅6万多公里，经过几次竞价后，

最终以11.05万元的最低价成交，

围观人数达5907次。

据了解，“双11”上午10：35一

过，12辆豪车全部售罄，此次处置

的涉黑车辆评估价值共197.8万

元，成交价227.2万元。

黄金旺铺 102 件珠
宝首饰成交
“双11”不仅是“光棍”聚会的

好日子，也是情侣们表达爱意的好

机会。如何用有限的资金买到“含

金量”最高的礼品送给心仪的人？

石狮法院搭建“黄金鹊桥”，助力天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次“双11”拍卖包含黄金饰

品、翡翠手镯、钻戒，均来自被执行

人藏匿于银行的保管箱。石狮法

院协调银行等部门，依法开启被执

行人的银行保管箱，经查封、扣押、

评估等程序，向社会公开拍卖。本

次拍卖共推出103件金银珠宝，成

交102件，成交金额71万元。

竞价64次 厂房2601
万元拍下

在被执行人某公司与申请人

某银行的借款纠纷一案中，被执行

人某公司的厂房，经石狮法院查封

评估等程序，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双11”当天该房产也上线参加法

拍节。在64次激烈竞价后，最终

该厂房以2601万元高价成交。

“双11”法拍节期间，石狮法院

在淘宝司法拍卖网共上线193宗

拍品，最终成功拍出163宗，成交

率84.46%，总成交金额高达6571.2

万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苏鸿

喜 蔡培航）

来去匆匆的脚步，笔下刷刷地

记录，报社记者不论是在路上，还是

在现场，给人的印象不免有些“手忙

脚乱”，这份急切，既是职业要求的时

效，也是肩上担着的责任。对于石

狮日报社记者郑秋玉来说，坚守这

份职业，就是她在见证石狮发展和

变化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新石

狮人，与这座城市休戚相关。

奔波大小工地 像个
女汉子

郑秋玉是泉州人，大学毕业之

后就进入石狮日报社工作。看着依

然年轻靓丽的她，已经是一名成熟

的“老记”，在石狮日报社度过了12

年。这些年中，郑秋玉有过多个岗位

的工作历练，当过行政，跑过业务，做

过编辑，还是单位最早接触新媒体的

一批人，做手机报管理，慢慢积累了

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也让她在记

者职业中激发出更多的工作潜力。

2013年，郑秋玉转岗成为一名

一线记者，与很多新记者可能感到

的迷茫不同，她在一开始就“猛”得

像个女汉子。她知道，市民身边的

一个个民生大小工程，关系到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

府重视民生工程，媒体同样也应该

聚焦石狮市民所思所盼所急的工程

进展。

“民生得到改善，经济自然会更

加发展。”就这样，在石狮的许多重点

民生项目现场，各个重要进展节点

上都有她的身影，诸如红绿灯的设

置、斑马线的施划、公园的休整等鲜

少有人关注的小工程，郑秋玉也都

会时刻紧盯着，做好民生服务报道，

让读者时刻了解身边的细微变化。

而脚上进出工地沾染的泥土，让她

的脚步更显飒爽。

聚焦法治建设 做个
见证者

随着岁月的流转，郑秋玉与石

狮共同成长，目睹石狮经济的发展

和民生的改善，同样也见证了石狮

法治进程愈加完善。作为一名挂口

法院的记者，郑秋玉一开始对法律

知识了解得并不多，接手有关法院

的宣传报道工作后，她每周基本都

“泡”在法院各个职能科室，被他们戏

称为法院的外勤人员。在一个个科

室的突破中，郑秋玉发现，立案庭是

法院信息的第一个采集点，通过深

耕细作，她挖掘了不少有趣或有教

育意义的刑事案件内容，并进行了

报道，反响热烈。“以案释法，才能警

醒人心。”在她的努力下，石狮法院和

石狮日报社合作，开设各种普法专

栏，成了不少读者的生活科普指南，

达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执行工作更是被喻为

保障法律权威和司法公平的最后一

道盾牌，做好执行工作，能让人民群

众真正在案件中感到公平正义。近

年来，石狮市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

中，积极探索破解“执行难”新途径，

郑秋玉作为一名见证者，深有体会。

“以往在对老赖的处理上，可能

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现在老赖受到

约束后，不少人选择主动还款。”郑秋

玉仍记得，石狮法院在全省率先建

成首个县级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

平台，这一“石狮模式”得到全省推

广。通过打好网络查控、失信惩戒、

拘留、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执行“组

合拳”，老赖惯用的“躲猫猫”手段只

是徒劳无功，不再有任何作用。

（记者 陈丽明 李荣鑫）

本报讯“你要吃什么跟我
说……”“你要唱什么歌，跟我

讲……”11月13日，在石狮乐

爱社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组

织下，由万顺叫车网约车平台

免费提供车辆，石狮市12名残

疾人及其家属前往永宁镇前埔

村公园游玩。

游玩时，大家拿出手机不

停自拍、互拍，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还一起做游戏、野餐、

唱歌，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之

后，大家还一起参观了李子芳

纪念馆。据了解，这些残疾人

当中既有聋哑人，也有肌体重

度残疾的人员，大多数人长期

不出门。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此

次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残

疾人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了

解石狮近几年的发展变化，促

进残疾人互帮互助。

据悉，此次“乐爱康复巴

士”宅家残障人无障碍出行活

动，系由市民政局、残疾人联

合会组织，福建省同心慈善基

金会资助、福州市海风社会服

务中心支持、石狮市乐爱社工

服务中心承接的一项助残志

愿服务活动。

（记者 王秀婷 文/图）

本报讯 11月14日是第14个“联合国糖尿病

日”。在石狮市卫健局、市疾控中心和市总医院的

统一协调部署下，13日上午，永宁镇卫生院协同永

宁镇卫健股、计生协会，在永宁第三社区菜市场附

近开展健康宣传义诊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护士

与糖尿病”，旨在强化护理工作者在糖尿病健康管

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干预糖尿病危险因素。

现场通过为来访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义

诊咨询、发放糖尿病防治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向

群众宣传科普糖尿病防治知识，提醒中老年居民

关注自己的血糖，强化树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

理念。同时宣传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

确诊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并强调

糖尿病并发症的防范，希望广大糖尿病患者配合

医护，建档管理，遵照医嘱，改善生活方式，规律服

药，定期监测血糖，必要时住院诊治，医患携手，更

加有效地防控糖尿病。

活动现场免费为来访群众测量血糖血压130

余人次，发放宣传折页260余张、宣传手册80余

本，发放洗手液、纸巾等宣传品120余份，以此让

参与者掌握更多糖尿病防治基本知识，对“糖尿病

综合防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连强 庄一松）

永宁举行健康宣传义诊
宣传科普糖尿病防治知识

本报讯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六

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3D/VR/

AR/AI数字化虚拟仿真主题赛于日前顺利落下帷

幕，石狮闽南理工学院实践教学中心宫立达、林宗

德、陈文、王文武、叶坤煌教师团队的参赛作品“智

能花锁”荣获全国一等奖。

这是继去年该校获得此项比赛二等奖后，再次

荣获优异成绩，实现了该校教师参加教学竞赛获奖

层次与级别的历史性新突破。

据悉，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高等

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是列入“全国高校教

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2012—2018）”统计的39项

教师竞赛之一。大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是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教师提出的四个“引路人”标准、按照《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设立的大赛。为全国高校

教师提升教学创新能力、打造一流课程提供了很好

的契机。

本届大赛自5月份启动以来，获得广泛关注，

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158所院校的246个团队

参赛，参赛选手共计773人。最终，闽南理工学院

教师团队秉持“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

神，以良好的创新意识、扎实的基础知识、较强的实

践操作与应用能力，圆满完成了他们在全国舞台上

的一次全面展示，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好评。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许书烟）

闽南理工学院
在全国赛事获一等奖

本报讯 27岁的女财务王

某在网友的诱导下投资理财，

结果输光了积蓄不说，还挪用

公司 300万元公款。11月 13

日，晋江警方通报此案。

2012年，王某到亲戚家一

家建材公司上班，担任公司的

出纳一职。王某勤恳努力，很

快就赢得公司领导的信任，把

公司所有收货款的事务交由她

负责，甚至连公司所有的银行

账户、密码、密钥等都由她来保

管，每个月经由王某之手的资

金往来多则千万元。

2020年3月，王某在某交友

App软件上添加好友“阿金”，

对方善解人意，对她嘘寒问暖，

两人无话不说。有一次“阿金”

透露自己在做“数字竞投”的投

资基金，盈利颇丰，回报率高，

建议王某试试。为了进一步鼓

动王某，“阿金”还谎称自己有

内幕消息，稳赚不赔。在阿金

的鼓动下，王某下载相关平台

注册账号，先投入3000元“小试

牛刀”。果然如“阿金”所说，小

赚了一笔，并且随时可以提

现。尝到甜头后，王某投资金

额增加到1万元，而自己的盈

利也在短短一周突破五位数，

盈利翻倍，简直比放“高利贷”

还好赚。

眼见投资账户里的资金越

来越多，王某想提现时，却被告

知客户想要提现需要拥有账户

金额三倍的投资流水。而好友

“阿金”也及时“吹风”这是网站

的常规操作。于是王某按照客

服要求汇入资金，结果还是无法

提现，客服又以系统维护等原因

告知需继续汇入资金才可提

现。但是王某的存款已经空了，

她悄悄把公司账户里的资金提

了出来转入客服的账号里。而

客服却总是以各种理由让王某

继续往账户里充值。挪用的资

金越来越多，无力偿还的王某很

害怕，她也感觉到可能被骗了，

却不敢向公司坦承此事，更不敢

跟家人谈起。王某继续挪用公

司资金十几次汇入客服指定的

账户，数额高达300万元。

2020年10月底，王某向老

板承认挪用公司资金的事实，

并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到公安

局投案自首。王某作为受害者

的诈骗案已立案侦查，而王某

也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公安局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彩虹）

本报讯 在蚶江镇党委政府

及莲东村全力推动下，在建设单

位和施工单位努力下，备受关注

的石狮市第八实验小学工程建设

有了新进展。记者11月9日从石

狮市第八实验小学工程（一期）土

地平整施工现场看到，土方车、挖

掘机、推土机来回作业，随着机器

的轰鸣，原本坑洼不平的土地逐

渐变成一大片平整场地。

据工程项目部人员介绍，经

过前阶段施工，该工程（一期）土

地平整施工接近尾声，即将完

工。目前，该工程工地的水、电

安装到位，工程部和管理房、工

地外围围挡搭建完毕，区间道路

铺设完成并将于本月中旬开始

进入打桩施工。

石狮市第八实验小学选址

于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旁、

蚶江镇蚶江大道南侧。学校占

地约4.2公顷，一期规划建筑面

积1.4万平方米，投资概算5000

万元，办学规模为36个班级，满

足招生需求约1800人，可解决周

边高新区重点企业人才子女就

读市直学校的需求，也将为莲埭

（莲东、莲中、莲西）三村居民提

供更好的教育配套。图为航拍
中的石狮市第八实验小学工程
（一期）土地平整施工现场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第八实验小学（一期）土地平整将完工

本报讯 11月11日下午，中共

闽南理工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

院学生支部委员会与中共石狮市

湖滨消防救援站支部委员会，在石

狮市湖滨消防救援站联合举办“消

防安全，携手共建”党建共建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室外和室内两

个环节。室外活动中，同学们参观

了石狮市湖滨消防救援站，并参与

消防员训练项目的体验。在室内

活动中举行文艺汇演，电子与电气

工程学院晨曦艺术团的同学们用

舞蹈和歌曲表达了对消防员的敬

佩之情。随后的座谈会上，同学们

各抒己见，抒发心中对消防员的情

感，并向湖滨消防救援站赠送锦旗

和慰问品。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叶晓灿）

石狮市湖滨消防救援站与闽南理工学院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本报讯 11月11日，鸿山派出

所组织警力结合“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深入辖区开展寄递业宣传

检查工作。

期间，民警首先对用工人员信

息进行核查、采集并强调物流寄递

业负责人要如实及时向辖区派出所

申报用工人员信息，引导负责人通

过“智慧房屋”自主申报。仔细查看

了辖区物流寄递业日常管理台账，

重点针对邮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业

主及从业人员充分认识物流寄递业

违法犯罪的危害性，严格落实“实名

收寄”和“开包验视”制度，坚决杜绝

收寄、收运禁运物品。同时，要求各

业主及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利用

物流、寄递渠道企图邮寄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

毒品等可疑情况的立即报告公安机

关。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增强了

辖区寄递业内部安全管理和守法规

范经营，提高了经营业主的安全意

识和法律意识，确保了“双11”寄递

物流高峰期间辖区的安全稳定。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卢南坤）

民警到寄递业
检查流动人口登记信息

“双11”福建法拍节

石狮法院司法拍卖成交额6571万元

关注民生大小事 见证司法更公平
多个部门联合开展无障碍出行服务活动

女财务挪用300万元投资理财亏光

本报讯 冬春两

季是诺如病毒流行

高发季节，诺如病毒

可通过污染的水源、

食品、物品、空气等

传播，在密闭场所

中，如托幼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等场所传播

速度快，易引起暴发，不过对于诺如病毒，大家亦

不必过度紧张，只要自我护理恰当，患者多可在一

周内自愈。

诺如病毒主要经消化道传播，传染性极强，诺

如病毒性腹泻是由一组杯状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腹

泻，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及腹泻，其中儿童

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以腹泻为主。诺如病毒

的潜伏期多在24—48小时，最短12小时，最长72

小时。

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在此提醒广大师生和群

众，特别是学校人群密集，学生学习生活集中，应

是诺如病毒重点防御区域，注意个人、食品和饮水

卫生是预防本病的关键，提倡喝开水、不喝生水；

少吃生、冷食品；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食物要分

放，避免交叉污染；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要

勤洗手；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胃肠症状，应及时

送往医院治疗，特别是幼儿及体弱者；腹泻病人的

粪便和呕吐物要及时清洁、消毒，事后认真洗手；

患病的学生要在症状消失后3天才可复课。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陈少锋）

诺如病毒不可怕
做好预防是关键

讲好石狮故事

（上接一版）这种系统、综合、集成的治水方法，
可以运用到石狮的水系治理工作中。同时，福

州着力抓好古厝、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创新工作策略，构建历史文化名城治理体系，

做到“分类保护，留住乡愁；活化利用，永续传

承”。家乡泉州的古厝、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

众多，如何保护利用非常重要。希望石狮能在

泉州率先做好这方面工作，把古厝、古建筑、历

史文化遗产修缮好、保护好，让泉州重新焕发

光彩。

蔡萌芽表示，此次到福州学习取经，切身

感受到福州城市建设的大格局、大手笔、大力

度，考察后感触很深，很受鼓舞、震撼，收获很

大。石狮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福州的

先进经验，多思考、多研究，大力推动石狮高质

量发展，把石狮建设得更加美好。希望福州市

党政部门多到石狮交流指导，为石狮传经送

宝。 （记者 许小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