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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复绿工程 保护生态环境
秀屿区持续开展石漠化治理
本报讯 昔日石头山，今朝绿满
坡。近日，笔者登临埭头大蚶山顶远
眺，只见这座曾经碎石遍地的石头山，
已随处可见点状或带状的树木，春风
拂面，绿意盎然。近年来，秀屿区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建设美丽莆
城市探点 田行动纲要和港兴业旺富美秀屿建设
目标，持续开展石漠化荒山治理，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秀屿区地处福建沿海丘陵地带，该区的大蚶山、鹭峰
山等地山体和原有森林植被，由于开山采石等人为活动影
响，遭受了不同程度破坏，加上地表径流冲刷、风蚀等自然
因素影响，水土流失明显，出现了石漠化的倾向，严重影响
了当地景观和生态建设。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对于改善当
地森林景观及乡村面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
切实治理石漠化山体，近年来该区先后组织林业人员前往
山东长岛、辽宁獐子岛等地考察学习海岛造林经验，并委
托省林业规划设计院进行石漠化治理工程设计。按照“降
低绿化成本，提高绿化成活率，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加快
成林速度和绿化景观效果”的原则，采取“先绿化后美化、
宜林则林”的策略，选择具有抗干旱、耐瘠薄、抗风、耐盐
碱、生长迅速、根系发达等特点的树种，如台湾相思树、木
麻黄、卷荚相思树等，并选取大蚶山、鹭峰山等地近 1000
亩的石漠化荒山，创新性采用鱼鳞坑、水平阶等集水保土
整地技术，开展石漠化荒山治理尝试，实行植后连续养护 3
年的做法，取得了极大成功。目前，该区已先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完成了埭头大蚶山、东峤鹭峰山等地近 2000 亩石
漠化荒山的治理，周边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推动滨
“实施石头山复绿工程是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拆除铁路沿线
违章建筑
本报讯 为彻底改变三江口镇铁路沿线环境，连日
来，涵江区三江口镇积极安排部署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
治和提升行动。4 月 9 日上午，该镇党委政府组织百余人
的执法队伍，对洋中村铁路沿线乱搭乱建的铁棚等违章
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拆违过程中，该镇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
绳，以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和提升为导向，既严格执法，
又人性化操作。对于积极主动自行拆除的，
延长自行拆除限
期；
对逾期拒不配合拆除的，坚决予以拆除。在执法人员分
组到位后，
该镇立刻封锁现场，清理完违建区内的人员及物
品后，
由挖机进入现场进行大面积拆除，确保拆除到位。
据统计，该镇此次拆除违章违建铁皮房建筑 5 宗，
拆违
面积约 1850 平方米。下一步，该镇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加
强全镇“两违”整治工作，努力推动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及提升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方光树 林亦霞 文 / 图）

图为秀屿区埭头镇温李村的石漠化山体，经过植后连续多年的专业化养护，树木已在昔日的
碎石堆里茁壮成长，一派郁郁葱葱的美丽景象。
在造林资
今年，该区将继续开展石漠化荒山治理，并重点推进
海森林生态修复的需要。
市、
区两级对此高度重视，
”
该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东峤镇、平海镇石头山复绿工程”和“埭头镇石头山复绿
金、
政策配套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市、
区两级财政分别予以每
工程”这 2 个总投资超过 1200 万元的石漠化荒山治理项
人介绍，
对石漠化荒山治理项目，
“大造
目。目前，项目经前期选址、造林作业设计、预算送审等环
亩 5000 元的专项造林补助。2018 年 5 月，
莆田市出台
阔叶树 绿化全莆田”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将沿海石 节，已顺利完成预算送审，审定金额分别为 788 万元和 424
头山改造作为营林绿化重点任务之一，规划从 2018 年开始 万元，合计 1212 万元。预计项目完成后，可实现石头山复
每年至少完成 2000 亩（其中市振兴乡村集团每年完成 1000 绿造林 1003.7 亩，其中埭头镇 401 亩、东峤镇 560.2 亩、平
海镇 42.5 亩。
（吴志军 傅荣 文 / 图）
亩），
为莆田沿海石漠化荒山治理夯实了基础。

修复损毁井盖 保障路面安全
仙游公路分局建立联动制度快速消除“马路黑洞”
本报讯 日前，仙游公
路分局金沙公路站养护人
员在巡查国道横七线时发
现，位于 93K+940 左侧金沙
路段慢车道上一电信窨井
盖破损严重。经现场查看，
窨井盖缺口约达四分之三，且断裂面锋利无比，成为一个
“陷阱”。虽已有热心村民设置了简易警示标志，但该路段
车流、人流量高，尤其夜间路况复杂，严重影响过往车辆
和行人的安全通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为尽快消除该破损井盖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该局许
可所工作人员立即通过微信交流群将该情况通报给电信公

司负责人员，要求其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修复，以便尽快清
除安全隐患，确保市民、车辆出行安全。电信公司工作人
员现场核实确认后，当即组织养护人员赶赴现场，核实损
坏井盖的尺寸、标准，并及时更换，保障了该路段的安全
畅通。
据悉，仙游公路分局联络涉路电力、移动、联通、电
信、广电等产权单位，今年起建立定期联席工作会议制
度，建立日常联络方式、沟通渠道（告知函、电话、微信等
多种方式），明确各自职责。产权单位加强日常责任监管，
及时排查隐患井盖，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全县辖区公路通
行安全畅通。
（陈国孟 许文斗 陈丽梅）

“不管逃到哪里，都要绳之以法”
城厢警方第一季度共抓获在逃人员 103 人

图为拆除违章建筑物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苏淑贞） 今年
以来，城厢警方持续大力开展“打现行、追逃犯、严管
控、除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维护辖区治安稳定。
在专项行动开展后，城厢公安分局对在逃人员建
立“一逃一档”资料，明确责任，全面梳理上网追逃
的犯罪嫌疑人信息，一边做好劝投工作，一边收集在
逃人员各类信息，提升追逃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对于已掌握相关信息的在逃人员，集中力量，多方联
动攻坚缉捕。对未详细掌握联系方式、居住信息的在
逃人员,开展进一步信息收集梳理，尽快排查缉捕。第
一季度共抓获在逃人员 103 名，取得显著成效。2 月 2

日，城厢公安分局信息化警务中心联合凤凰山派出所,
在莆田万达广场内抓获在逃人员周某。周某因涉嫌组
织卖淫表演案,于 2019 年 1 月被上海警方上网追逃。2
月 1 日，在龙桥街道下磨市场抓获 1 名在逃人员施某。
施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 2014 年 8 月被河南新乡警方
上网追逃。
“不管他们逃到哪里，我们公安都必须将其抓获，
绳之以法。”城厢公安分局局长林一虎说，“下一步，城
厢公安分局将结合扁平化指挥体系和巡逻防控机制改革，
强化路面巡逻，合成作战，持续推进追逃工作，保辖区
稳定平安。”

开展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讯 连日来，城厢区灵
川镇村建站站长占鹤带领工作
队，到该镇硋灶村开展房屋安全
隐患排查。据介绍，该工作队围绕建档立卡、低洼地带户等
7 个重点情况纳入排查重点对象，挨家挨户排查房屋质量
安全情况，以消除房屋安全隐患。
今年 3 月中旬，城厢区启动为期一年的房屋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摸底排查、处置整治，力争尽
早基本消除重点区域房屋安全隐患，让群众更安居。
为了更全面掌握管辖区内房屋及设施、设备安全状
况，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隐患，城厢区成立由特级、一级施
工企业技术人员组成的 15 人技术服务小组，参与排查；组
织各镇(街道)、工业园区管委会、村(社区)排查人员，参加隐
患房屋排查整治工作技术培训；邀请专家开展技术指导，
并聘请技术人员或指定专门人员，为各镇（街道）提供排查
技术支持。同时，组织业主对照排查标准自查，填报相关信
息，整改自查发现的隐患，并将自查整改情况和自查表向
镇（街道）报告。
在此基础上，城厢区利用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航拍房屋
建筑影像图,全面上图标注本辖区房屋位置、编号、户主、安
全等信息，作为建立健全房屋安全管理档案信息系统的基
础资料。利用地形测绘图资料，逐栋排查房屋是否经过专
业设计、施工或是否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等，摸
清底数，逐一建档，登记造册，加以整治。（许颖 易振环）

专项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
本报讯 （记者 陈光凯）连日来，荔城区工商局在全
区范围内扎实推进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专项整治，严
厉打击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保
健市场秩序、欺诈消费者的违法违规行为，旨在进一步规
范保健品市场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切实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荔城
区工商局加强摸排，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发挥镇街微网格
力量，建立健全动态保健品直销经营户经营台账，做到底
数清、户数明，目前已摸底直销经营户 13 户。同时，注重宣
传，通过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签订责任状、分发宣传单等
形式，深入学校、企业、村居，开展打击保健品传销、规范直
销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理性消费、健康消费意识。
今年以来已累计分发宣传册 150 余份。对上级转办、消费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等保健品虚假宣传线索，及时进行处
置、流转、查处，经核查确系违法行为，一查到底。今年以来
已立案查处虚假宣传案 1 起。

实名 公 布装 饰 装 修 质 量
抽检不合格商品商家名单
本报讯 （记者 陈艳艳 通讯员 曾茂盛）记者昨
日获悉，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名公布流通领域装饰装
修质量抽检不合格商品商家名单，内容涵盖商家名称、商
品标称生产企业、产地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去年底，原市工商局对我市市场上销售的水嘴、角阀、
给用水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等装饰装修材料进行了
抽检，共抽检 30 批次，其中有 18 批次不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属于不合格商品，不合格率 60%。
对上述不合格商品的销售者，该局已经依法立案查
处，相关情况也已抄告不合格商品标称生产者所在地有关
行政部门。同时，该局还就如何正确选购装饰装修商品，发
出了消费提醒，对于 PVC-U 管材，应尽量选购国标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