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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荡污泥浊水 净化社会风气
秀屿警方推进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涉黄涉赌犯罪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伟 锋 通 讯 员
周金赞） 为有效遏制黄赌违法犯罪活动高
发的态势，秀屿警方出重拳、下重手，强力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剑指涉黄涉赌犯
罪活动，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以来，共破获
97 起黄赌案，其中涉赌案件 85 起、涉黄案
件 12 起，抓获 250 多名违法犯罪分子，坚

决压缩黄赌违法犯罪活动生存空间。
秀屿警方坚持将禁赌作为重点工作常
抓不懈。针对赌博形势，重点打击“六合彩”
赌博。截至目前，所破获的 85 起赌博案件
中，六合彩赌博案件共 46 起；破获的 9 起
赌博刑事案件，有 6 起是开设“六合彩”地
下赌场案件。由于很多“六合彩”赌场设在

展现老年教育成果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蔡蕊）日前，市老年大学召开工作
并就创办《莆田老年教育杂志》
会议，
部署学校下一阶段工作，
及为庆祝华东六省一市摄影研讨会在莆召开而出版的摄影集
展开讨论。
据悉，市老年大学将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展现该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艺术素养。其
中，创办《莆田老年教育杂志》和出版摄影集为活动的重点。
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玉英表示，该校相关人员将各司其
职、
各尽其责、形成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创办及出版工作，共同
为宣传美丽莆田作贡献。

走出课堂亲近自然
本报讯 （记者 黄凌燕 文 / 图）近日，市教师进修学
院附属小学组织师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开展别开生面的春
季研学活动。
活动中，一年级学生们在“瑞士小镇”放飞风筝，诵读莆仙
民谣；
二年级学生们在后黄体验制作清明龟，了解后黄历史文
化；
三年级学生们在华亭镇绿丰花卉世界参观党史馆，还观看
了月季园、多肉植物馆等；四年级学生们在美丽的崇福村画下
美丽的景观，开展“合力搭建”项目；五年级学生们在岭下革命
老区村开启一场红色之旅。
当天，莆田学院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们在各现场提供指
导。在他们的带领下，孩子们亲近了自然，拓展了视野，感受
到家乡的美丽。
据介绍，该小学探索组织“春秋两季研学活动”活动，旨在
通过研学，拓展学生课外知识。

居民房或出租房中，加之很多小头目利用
微信平台接受赌徒投注，致使赌场流动性
高、隐蔽性强、破案难度大。对此，秀屿警方
积极拓宽线索来源，一方面充分利用网格
员人多面广的优势，组织各基层派出所联
合网格员，大力排查隐藏在居民房、出租屋
中的赌窝；另一方面，秉持“警力有限，民力
无穷”理念，设立 10 万元举报奖金，广泛发
动群众检举揭发赌博线索，让赌博犯罪无
所遁形。一旦线索核实，立即加强案件经
营，循线深挖细查，做到主要犯罪嫌疑人不
抓获不放过、
“保护伞”不挖出不放过。

同时，秀屿警方对涉黄违法犯罪活动
也毫不手软。秀屿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长肖
志勇表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广大网民要
增强法治意识，高度警惕、自觉抵制传播淫
秽信息的不法行为，共同构建天朗气清的
网络空间。
下一步，
秀屿警方将根据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要求，
继续保持对黄赌的严打高压态
势，坚决打击涉黄涉赌黑恶势力的嚣张气
焰。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向当地公安机关检举
揭发涉黄涉赌违法犯罪线索，共同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涤荡社会污泥浊水。

九旬老人夜晚迷路 民警帮助找到家人
时不清楚。平日里，他父亲和自己住在一起，方便照
顾。当天下班回家时发现老父亲不见了，十分着急，
到处寻找。

推进“互联网 + 公交”深度融合
市公交集团一季度新增办理各类一卡通 2.5 万余张

图为师生们在研学中参观党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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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健身倡导健康生活

本报讯 （记者 林罗晓）5 月 11 日，
“我要腰，安利晒腰
节”活动在安利莆田体验中心举行，上百个运动教练集体登
台“晒腰”，讲解健康塑形方法，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共同体
倡导健康生活。
验科学健身乐趣，

开展杜绝酒后驾驶宣传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员 郑海燕）近日，仙游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驾管中队组织民警来到鲤南驾校，开展以“拒
绝酒后驾驶，从教练做起”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从源头上加强
驾校管理。

图书巡展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本报讯 近日，城厢区第二届“全民阅读·书香城厢·关
爱青少年”大型图书巡展活动在高楼邮政大楼举行，吸引了
不少市民参与，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全民阅
读的良好氛围。
（洪剑伟）

卡 77 张、纪念卡 1380 张，申 请支 付 宝领 卡 人数 达
12.9 万人。
据了解，通过 IC 卡、支付宝、银联卡及云闪付等
刷卡、扫码支付应收总金额 1027.74 万元 （其中实收总
金额 570.50 万元，优惠总金额 457.24 万元），应收、
实收、优 惠 总金 额 与去 年 同期 相 比分 别 增长 8.5%、
14.5%和 0.9%；平均每天刷卡、扫码量约 6.8 万多笔，
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最新科技成果，驱动公
交服务持续向普惠化、便捷化提升。

仙游首例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宣判
2 名男子被判拘役并罚款

本报讯 （记者 傅梅香 通讯员 柳敏敏） 私
自拆除文物保护点，致使名胜古迹被毁，成为一片废
墟，无法还原原貌。近日，仙游首例故意损毁名胜古
迹案一审宣判。
盖尾镇昌山村临水庙始建于宋，是仙游县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属“古建筑 （名
胜古迹） 类别”。近年来，临水庙因保管不善加上年久
失修漏水，部分墙体已坍塌，属高度危房。为此，该
庙董事会决定拆除临水庙，翻新重建。
2017 年，临水庙董事会向有关部门申请拆除重建，
却被告知临水庙属于文物保护点，不得私自拆除或者
维修，县、镇政府同时下发了 《停止拆除通知书》。去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城厢区多部门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本报讯 垃圾分类，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连日来，城厢
区环卫、教育等部门组织多名志愿者，前往凤翔幼儿园等
学校，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孩子们养成垃圾
分类好习惯，带动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
在提升城市管理活动中，该区多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因地制宜，抓好试点典型示范，通过建立“社区+志愿
者”等模式，推动城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强化政府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明确、细化分工，推动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同时，投入 400 多万元资金，配齐生活垃圾分
类设备，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设施。根据“属地负
责、以奖代补”原则，加大考核力度，通过奖补激励的方式，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接下来，该区将在城区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推进绿色环保站网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进一
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添置标志清晰的分类收集容
器，更新老旧垃圾运输车辆，配备满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
密封性好、标志明显、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建立 1 座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进一步规范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和
处置。
（陈峰 唐雪晶）

治理土壤面源污染

涵江区“宣传+管控”促农业绿色发展

本报讯 “大叔，秸秆焚烧不仅会降低土壤肥力，还会
造成大气污染。”日前，涵江区国欢镇工作人员抢抓春耕时
机，走进农户家中和田间，通过以案说法、发放宣传手册等
方式，向种植户讲解秸秆焚烧的危害，并指导他们把农药
包废弃物等投置回收桶内。
为有效治理土壤面源污染，该镇成立专门工作小组，
通过“宣传+管控”的方式，全方位提升群众对农业面源污
染整治工作的参与感与知晓度。同时，着力实施农药使用
量增长减量化专项行动、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膜回收试点
工作，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进村入户到田，鼓励群众科学使
用化肥，树立绿色增产种植理念，全面保障农产品安全，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同时，大力开展作物秸秆焚烧管控和畜
禽养殖“反弹复建”整治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
河道水质。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区累计推广主要农作物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 35.56 万亩次，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应用面积 46.16 万亩次，并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31
个，建立农膜回收点 6 个，有效提升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水
平。
（曾雅燕 林亦霞）

本报讯 （记者 洪颖 通讯员 王海城 文 / 图）
一老人手持拐杖，
昨晚 7 点多，
在涵江医院对面商业街，
坐在一门店台阶处，用手一直向周边群众比划着，被
涵东派出所巡逻民警看到。
看到巡逻民警，老人有些激动。老人自称王开通，
是涵东街道办事处退休人员，今年 92 岁，老家在秀屿
区平海镇。
巡逻民警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将老人带到派出
所暂时安顿。见老人未吃饭，巡逻民警端上热腾腾
的饭菜，让老人先填饱肚子。经民警详细了解，由
于老人高龄，从平海准备坐车去厦门，倒腾中却坐
了去涵江的公交车。考虑到老人走失时间较长，涵
东派出所立即发布老人走失消息，一边尽快搜索老
人相关信息，一边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动热心市民帮
忙寻找老人家属。
当晚 9 点多，接到消息的老人家属，连忙从秀屿
赶到涵东派出所。经民警仔细比对信息，接亲人的正
是老人的儿子（如图）。老人的儿子对民警连声道谢，
并表示，他父亲年纪大了，患有老年痴呆症，意识有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昨日，记者从市公交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市公交集团新增
办理各类一卡通 25177 张，持续推进“互联网+公交”
深度融合。
该公司立足实际，切实落实市委、市政府“数字
莆田”“智慧莆田”建设的工作部署，积极与市政府
职能部门、市交通一卡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支持
和配合。今年一季度，新增办理普通卡 5018 张、学生
卡 2508 张、敬老卡 13261 张、爱心卡 2933 张、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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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董事会成员严某等未经审批，私自以 1.1 万元的价
格与陈某签订了一份拆除临水庙的协议书，让陈某先
后分三次对临水庙进行拆除。其间，仙游县文体局、
盖尾镇政府工作人员曾多次劝阻，让董事会停止拆除
临水庙，但董事会不听劝，继续拆除，致使临水庙被
毁。随后，严某、陈某因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被
仙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严某犯故意损
毁名胜古迹罪，判决拘役 2 个月，缓刑 4 个月，并处
罚金 5000 元；被告人陈某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
决拘役 1 个月，缓刑 2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查扣涉嫌违反伏季
休渔规定船舶 4 艘
本报讯 为加强海洋资源养护，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5 月 9 日，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会同莆田海警
大队，在兴化湾海域开展打击海上非法采砂及伏季休渔专
项执法联合突击行动。共出动执法艇 2 艘、执法人员 29
人，查扣涉嫌违反伏季休渔规定的船舶 4 艘。
根据国家伏季休渔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对涉嫌非法捕
捞的船舶予以查扣。目前，案件已由莆田海警大队接手侦
查，并刑拘 4 人。
据该区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介绍，5 月 1 日起，我国
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 12 度以北的南海海域全面进入海
洋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除钓具外禁止其他作业类型生
产，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每年的
伏季休渔期间，出于经济利益等考量，都有少数渔民违规
开展捕捞作业。开展海洋执法联合突击行动，可有效打击
海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秩序和海
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美丽莆
田建设。
(吴志军 彭程锦)

（上接 粤员 版）同时，专门保留 130 亩左右的生态林，建设生
态型校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据介绍，湄职院新校区布局主要分为六大功能区，包
括教学实训、学生生活、中心湖区、行政培训、运动专区、学
生创业区，其中的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将面向群众开放。届
时，该校将持续响应“教育强市”的战略部署，发挥职业学
校龙头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与规模，促进培养技
术人才，积极对接校企合作，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助力我
市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本报记者 许爱琼 实习生 陈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