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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7日，记者从石
狮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获悉，我市持

续推进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强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不断提高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

度，全力开创禁毒工作新格局。

“清单式”源头管控
据悉，石狮公安以“飓风肃毒

2020”会战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

展互联网涉毒信息巡查清理，及

时梳理整合涉毒线索，打击涉网

毒品案件，规范网上禁毒管理。

同时每月开展不低于两次的公共

娱乐场所集中清查行动，严厉打

击、查处公共娱乐服务场所涉毒

问题，重点针对各辖区内娱乐场

所、桑拿洗浴、宾馆饭店、私人会

所、出租房等涉毒高危场所进行

清查，并严格落实易制毒化学品

企业管理，关口前移，落实实名登

记备案制度，严防易制毒化学品

流入非法渠道。

“社会面”强化管控
石狮公安持续开展吸毒人员

“大排查、大收戒、大管控”行动，

全面推进“清零”“清库”“清隐”专

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嫌必检”“酒

毒同检”工作机制，持续加强对社

会面吸毒人员定期实行风险评

估、分类管理、分级管控，有效减

少吸毒人员脱管失控，严防吸毒

人员肇事肇祸。

“专业化”依托管控
目前，依托全市已经建成的9

个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我市

实现对全市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智

能管控、远程服务、精准定位。我市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为100%。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吸毒人

员的具体情况，我市力推禁毒

“3＋N”工作法，成立由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任组长、下片民警、专

职网格员固定参加，禁毒社工主

动参与，并视情选择民政、人社、

卫计、妇联、共青团等部门配合，

共同组建“3＋N”工作小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

人，负责组织工作小组开展入户

调查、协调相关单位或组织开展

村（社区）关爱等服务管理工作；

下片民警负责按规定对戒毒康复

人员进行尿检、录入信息，会同相

关人员组织开展风险分类评估和

跟踪管控，对违反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协议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依

法处理；专职网格员负责掌握网

格片区内吸毒人员个人基本情

况、家庭状况、染毒情况、个人诉

求等基本信息并收集；禁毒社工

主动为网格员提供指导协助，共

同做好吸毒人员服务管理工作。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谢惠明）

本报讯“我们想把我哥哥蔡经
华生前的遗物及相关资料捐献给石

狮市档案馆，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心

愿。”10月8日，蔡经华的妹妹蔡碧

儿向记者这样说道。42天后，这个

愿望实现了。

11月20日上午，石狮市档案馆

相关负责人特意前往泉州，接受蔡

碧儿等捐献的华侨烈士蔡经华生平

的珍贵资料及学习用品。档案馆相

关负责人与蔡碧儿一一核对所捐献

的资料和物品，随后双方在捐献的

清单上签字，现场向蔡碧儿颁发捐

献荣誉证书。

蔡经华，石狮市凤里街道大仑

人，1929年12月24日生于菲律宾，

1941年6月5日，随父母回家乡探

亲。在回乡探亲路上，蔡经华目睹

日本侵略者对普通百姓的欺凌压

迫，义愤填膺的他励志救国。12岁

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因叛徒出卖，不满20岁时

在厦门英勇就义。

据了解，这些珍贵资料都是由蔡

经华的兄弟姐妹十多年来慢慢收集

整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其兄弟姐妹

在蔡经华曾经就读的大仑中心小学

设立蔡经华教育基金，通过这种奖

教奖学的方式来纪念蔡经华烈士，

并弘扬及传承其爱国爱乡的精神。

石狮市档案馆当场接收了归国

侨民登记表、菲律宾返回证件、中小

学毕业证书、学校颁发的奖状、笔记

本、中学毕业留言册、派克钢笔、校

徽及烈士证明书等16项反映蔡经

华生前的生活、学习及参加革命的

珍贵档案资料和实物。

据悉，这是我市档案馆征集接

收到的第一位华侨革命烈士家属捐

献有关革命烈士比较全面的资料，

大大地丰富了我市档案馆的馆藏内

容。 （记者 王秀婷 文/图）

本报讯 11月20日，鸿山镇
在伍堡村举办应对冬春季新冠

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

应急演练。参加演练观摩的包

括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镇直单

位负责人、各村“两委”成员、镇

卫生院院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各

中小学校长、镇辖区乡村医生、

镇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队

员。参演单位有鸿山镇人民政

府、镇卫生院、鸿山派出所、东埔

边防派出所及11个行政村等。

当天模拟的是以Ａ镇Ｂ村

出现散发性疫情为背景的新冠

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

检测应急综合演练。11月20

日，Ａ镇Ｂ村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新发病例，并有持续传播的风

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组织

有关专家开展疫情形势分析研

判，划定Ｂ村为中风险地区，并

依法依规采取交通管制、封闭个

别小区、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等精

准防控措施。Ａ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立即召集防控会议，并根据

《Ａ镇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

检测工作方案》，按照“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原则，启动Ａ镇核

酸检测工作响应机制，扩大核酸

检测范围，务必在一天内完成所

有人员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按

镇防指工作要求，在B村村委会

召开村“两委”及网格专班人员

部署会议，就宣传动员、人员组

织、现场采集进行工作分工，B

村全员核酸筛查检测工作响应

机制正式启动。

Ａ镇B村工作人员在镇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通过张贴

公告、村级微信公众号、网络专班

微信群、广播、张贴宣传告知单等

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动员所有村

民戴口罩按照通知时间分时段

分批有序到核酸采样点集中采

样，行动不便的群众另行组织工

作人员上门核酸采样。现场采

样流程共有8个关口，分别为检

录区、入口处（登记点）、等候区、

亚等候区、采集区、出口处、送检、

消杀，参演单位依次进行了演示。

本次演练过程顺利，各组工

作人员各司其职、认真尽责、齐

心协力、有效配合，待检人员听

从指挥，有序完成了检测，演练

每个环节有序、顺畅，流程紧凑，

充分展现了各参演单位较强的

应急处置能力和组织协调能

力。通过演练，各观摩单位熟悉

了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的

工作流程和要求，为应对冬春季

可能发生的疫情，开展好大规模

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奠定了

基础。演练过后，镇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将再次对演练全过程

进行复盘，梳理演练的漏洞和短

板，并及时完善。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洪

婷婷 文/图）

本报讯 11月18日，石狮市第
六实验小学组织开展消防逃生疏

散暨灭火演练。该校全体师生、

保安及食堂工作人员参加演练。

“呜呜呜……”当日上午8时

55分，“119”火灾警报声响彻校园，

演练正式拉开序幕。伴随尖锐的

警报声，各楼梯主要路口云烟滚

滚，全体护导师接到指令后迅即

到达各自岗位，带班教师带领各

自班级学生弯着腰、猫着步、手捂

口鼻，按照指定疏散路线要求，分

成两列纵队沿着楼梯两侧有序前

进，撤离到运动场安全地带。

与此同时，该校视频设施系

统同步进入状态，对师生演练活

动进行“现场直播”。从发令、逃

生到集结、报告，共用时5分05

秒。把监控系统引入到活动中，

通过现场演练“动态”看问题、视

频巡视“静态”找短板相结合的

方式，以全面提升演练实效。

据了解，消防宣传月活动期

间，该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了浓厚

的校园消防安全氛围，成效明显。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

坤 静雯 文/图）

石狮六小开展消防疏散暨灭火演练

本报讯 近日，石

狮市卫生局卫生监督

所对我市16家口腔

诊疗机构开展监督抽

检专项工作，从而进

一步强化我市口腔诊

疗机构在依法执业与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法制意

识和责任意识，规范消毒管理，促进各项制度落实，

依法查处口腔诊疗机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

切实保障医患健康权益。

本次监督抽检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口腔

诊疗器械消毒技术操作规范》《WS506-2016口腔

器械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

准的要求进行，按照高度风险、中度风险、低度风险

的分类现场，对口腔诊疗器械进行抽样，如拔牙钳、

牙科手机、牙锤等样品，送交市疾控中心实验室进

行检测。

同时，卫生执法人员还针对口腔诊疗机构的消

毒管理工作及规范进行现场指导，对于存在问题的

口腔诊疗机构，卫生执法人员当场开具卫生监督意

见书，提出了整改意见，并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下一步，石狮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将根据此次

监督抽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抽检不合格的口腔

诊疗机构予以依法处理。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周鹰翔）

长期外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关掉天然气阀门？应该关哪个，怎

么关？今天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中

你必须懂的4种燃气阀门。

灶前阀——家里天然气的第二

把安全钥匙。

该阀门一般安装在户内供气管

道与灶具连接处。它的主要作用是

控制因天然气灶具或连接管发生故

障而引发的天然气泄漏。特别是外

出或晚上睡觉如果不关闭这个阀

门、连接管脱落或被鼠虫咬破，后果

不堪设想。因此，在每次使用完天

然气后必须关闭灶前阀，

入户总阀——家庭天然气的总

阀门，一般称为表前阀。

这个小小的阀门，却掌控着整

个家的天然气供应，对预防事故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时间

外出旅游、探亲或者家中长期不需

要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就应该关闭

此阀门（阀柄与管道垂直），以确保

安全。

万一家中发生天然气泄漏或者

下方用气设备损坏时，也应当立即

关闭入户总阀，开窗通风，并到户外

拨打天然气抢修电话。

燃气灶阀。作为燃气灶的开

关，主要作用当然是点火和截断通

向燃气灶具的气源，可是一旦这个

开关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导致

漏气，就需要马上关闭灶前阀或者

表前阀，切断气源。然后及时联系

灶具商家或专业人员维修。

共用管道阀门。此类阀门一般

安装在家门外头，并且不需要我们

去操作，私自开关共用管道阀门属

于违法行为。如有紧急情况，需关

闭阀门，则应致电天然气公司，由专

业人士进行操作。

本报讯 11月20日上午，石狮市老科协联合石

狮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举办

农业科普宣传活动，宣传贯彻惠农政策，普及农业

病虫害防控知识等。

活动中，来自全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业

种植大户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到场参加农业科普

培训，他们认真听取江苏省功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讲解红火蚁及其他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知识。之后参会人员到现场查看蚁巢以及灭蚁方

法，现场解答如何辨别红火蚁、如何根据蚁巢的大

小来确定防治方式、防治的最佳时间及投放饵剂的

注意事项等问题，同时还分享了农田鼠害监测及预

防的技术等。

期间，石狮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宋传福还

对农业政策进行解读，并向与会人员推介农业绿色

发展举措。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艾周辉）

多部门联合开展
农业科普宣传活动

本报讯 11月4日，在晋江安海一菜市场内，张

某和沈某在买卖物品时发生口角，张某持刀刺向沈

某。危急时刻，陈兴盛、洪国正不顾个人安危，挺身

而出夺刀救人，保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11月19

日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为夺刀救人的陈兴盛、洪国

正颁发见义勇为证书。

据了解，案发时，陈兴盛、洪国正正在菜市场摆

摊卖鱼，听到沈某的呼救声，洪国正上前劝阻无效，

出手夺刀，手臂受伤，血流不止；陈兴盛则从张某身

后抓住其双手抢刀，不慎被割伤手腕。受伤后的陈

兴盛、洪国正没有退缩，合力夺下张某手中的刀，协

助警方制服凶手，才到医院接受诊治。

晋江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见义勇为确认程

序。经调查核实，陈兴盛、洪国正不顾个人安危、夺

刀救人的行为值得肯定与学习，根据《福建省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确认为

见义勇为。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曾桂蓉 朱运培）

晋江两男子夺刀救人
警方给勇士颁发见义勇为证书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祥芝边防派出所民警

在蚶江镇一家网吧成功抓获违法嫌疑人向某，据向

某交代，他于11月16日3时许在祥芝镇祥太宾馆

一楼偷了一辆咖色电动车，并卖给车行，卖车所得

的钱已经花光了。

事情发生在11月16日上午，祥芝边防派出所

接姚某报警称，停放在楼梯口的二轮电动车被偷。

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经过了解，原来电动车并未上

锁，这才给了小偷可乘之机。民警马不停蹄走访周

边群众，于当日上午在祥芝镇一车行找到被盗车

辆。一路追寻轨迹，终于在蚶江镇将违法嫌疑人向

某成功抓获。

当民警询问其作案动机时，向某说：“我现在没

工作，没钱吃饭，那天晚上刚好看到车的‘龙头’没

上锁，就想将其偷走卖掉换点钱吃饭。”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许玉堂）

男子半夜盗窃电动车

本报讯“喂，110吗？我要报
警，我把我老婆打了。”11月18日凌

晨3时许，凤里派出所接到报警，辖

区发生一起家庭暴力案件。接报

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经了解，报警人蔡某醉酒回家，

因家庭琐事与妻子发生口角。一怒

之下，蔡某挥拳打去，将妻子打倒在

地。看到倒在地上呻吟的妻子，蔡

某心生悔意，赶紧报警求助。凤里

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一边将伤

者送医，一边将蔡某传唤至派出所

审查。

考虑到蔡某确有悔意，民警尝

试着做双方的劝解工作，同时发动

双方的亲朋好友共同劝解。

“如果你被追究责任，你的人生

会留下污点，对得起信任你的孩子、

对得起独自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

吗？”听到民警的质问，蔡某流下了

悔恨的泪水。

第二天早上，蔡某在民警的

带领下赶到医院，恳请并得到了

妻子的谅解。“我以后再也不酗

酒，再也不打人。我会对你们负

责的。”蔡某当着民警、亲朋好友

的面，向妻子保证。

（记者 王秀婷）

男子酒后殴打妻子
民警上门化解纠纷

本报讯 11月19日上

午，锦尚派出所结合“一标

三实”工作，加强校园及周

边安全管理。

该所民警对校园保安

人员是否在岗履职、物防

设施配备、巡防机制建设、

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

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

检查。同时，现场向校园

安保人员讲解示范抓捕

器、钢叉等防护器材的使

用方法，督促其严格落实

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的安

全防范措施，严防可疑人

员、不法人员进入校园，并

就如何细化各项防范管理

措施、配足安全设施及完

善应急预案等方面进行指

导，切实将校园安保工作

做实做细，全方位筑牢校

园安全防线。

民警还组织人员对校

园开展护学岗及交通秩序

的维护工作，加强对校园门

口及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

管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校园周边环境安全。

（记者 许长财 通讯

员 刘望福）

网格化服务 强化吸毒人员管控

家属捐献
华侨烈士蔡经华生前珍贵遗物

【安全常识】

日常生活里
你需要弄懂这4种燃气阀门

鸿山镇
举办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应急演练

锦尚派出所构建校园安全“防火墙”

石狮开展口腔诊疗机构
监督抽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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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