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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民营企业法律服务

涵江区法院用法治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本 报 讯 （记 者 许 爱 琼 通 讯 员
苏圣彬 吴辰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正成为涵江区的发展底色和靓
丽名片。近年来，涵江区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创建生态司法保护品牌，探索生态司
法护航绿水青山，向市民交上了一份生态
文明建设的“法治答卷”。
2018 年以来，该院共审结涉生态资源
类刑事案件 10 件 11 人，审结涉生态资源
类行政案件 35 件，准予执行行政罚款处罚

共计 103225 元，准予强制执行恢复林地原
态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
状共计 28512.66 平方米。今后，该院将进一
我市首例法检“两长”联合参与且当庭宣判
步创新生态司法保护举措，为打造“绿水青
的生态环境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体现了法
山”的和谐生态环境贡献法治力量。
检之间联合打击生态犯罪的决心，彰显了
林某在未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
生态司法的权威，能有效遏制破坏生态环
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民工多次到大洋
境不法行为，普及生态法律知识，形成良好
乡莲峰村天堂院圳顶砍伐林地 13.2 亩，砍
的社会警示效应。
伐青岗栎、杉木等树种 206 株予以出售，造
据介绍，该院注重加强多部门之间的
成经济损失 22918.6 元。2018 年 2 月 8 日， 沟通协作，与区检察院联合在河长办设立
林某主动投案自首。涵江区法院通过邀请
河长制服务保障工作站，组织召开联席会
市检察院，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林业局
议，建立联络互动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
等相关职能部门人员旁听庭审，促进各部
道。建立生态资源刑事犯罪和重点整治对
门之间的生态司法联系与普法工作。最终， 象及事项的工作台账，完善“两法衔接”工
该院依法判决林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
作机制，对涉嫌影响生态健康发展的违法
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线索，依法提前介入，指导有关行政机关收
集和固定证据，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建立
2000 元。
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涵江区首例生 “快速立案、快速审查、快速审判”一体化涉

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环境

生态犯罪案件办理模式，对重大疑难案件
实行挂牌督办制度，开辟案件流转“绿色”
通道。同时，与行政职能部门联合开展生态
资源安全隐患排查，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共
同研判涉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的总体形势、
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等，共商预防对策，有
针对性地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为妥善维护生态环境，促进被破坏生
态资源的循环再生，涵江区法院出台一系
列生态修复相关文件，建立了别具特色的
生态修复机制。依法督促当事人与受损方，
以公益补偿、给付货币等方法恢复生态原
貌。此外，建立认罪认罚从宽与生态修复相
结合的工作机制，对于主动缴纳生态修复金
或采取受损生态挽救措施的，在量刑上从轻
或减轻处罚，
破解受损生态修复难题。2018
年以来，共缴纳生态修复资金 32 万元。

本报讯 为了增强师生面对突发暴力恐怖事件的
防范意识，提高对暴恐事件的合理处置、自护自救及有
效逃生避险的能力。近日，涵江区公安分局与涵江区实
验小学联合开展“校园应急反恐演练”活动。
演练现场，随着一声“歹徒来了”，只见 1 名持刀的
“暴力分子”试图冲进小学，学校门卫立即通知校内师生
做好自身防范，同时摁下一键报警电话。门外值勤的 6
位保安挥着盾牌和钢叉，立即围拢过来增援，合力把“歹
徒”逼向墙角，瞅准机会顺势擒拿（如图）。不一会儿，涵
江区分局反恐大队特警和涵东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制
服“歹徒”。
演练结束后，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民警还
就演练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及常识问题进行专业剖析、
讲解和总结，给学校保安和现场演练人员及导护师上
了一堂贴近现实的反恐操作课，进一步提升师生应急
避险能力。
（朱秀花 陈杞芳 文 / 图）

“两违”整治助力环保攻坚

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线索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陈宇婷）近 日 ，东
庄派出所民警应邀到莆田二十八中学开展“扫黑除恶
进 校 园 ”法 制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
活动中，民警结合当前公安机关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公安机关重点打击对象、
黑恶势力的特征、举报途径、奖励办法等内容进行了宣讲。随

后，结合典型案例，着重讲解了有关校园“黑恶势力”的各种
表现形式和警方打击手段，引导学生针对身边出现的欺凌、
恐吓、威胁、敲诈勒索以及言语或人身攻击等暴力行为采取
正确的应对措施。同时，呼吁全体师生及学生家长联合行动
起来，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积极检举揭发
黑恶犯罪线索，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日，城厢区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开展整治箱
包市场制假售假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 100
余家，查获案件 1 件，涉嫌制假售假仿冒包 36 个。
图为执法人员在检查箱包情况。
许颖 摄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强化安全监管基础，大力推进 村(社区)安全管理标准化

(6)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我市开展 2019 年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一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5 月 10 日，市减灾委、涵
江区减灾委联合在涵江区人民公园举行
“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来自减灾委
员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涵江区区直相
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各乡镇、街道居委
会、中小学、幼儿园和群众代表共计 300
多人参加。
会议强调，防灾减灾工作需要全社
会共同参与，全社会要积极行动起来，扎
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为“打造宜居港
城，
建设美丽莆田”提供有力保障。
活动现场，主办方安排了以“提高灾
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
（ 速穿救生衣、心
的“应急知识大闯关”
肺复苏、逃生路线图绘制、灭火器使用教
学、应急知识问答）“
、防灾减灾顺口溜挑
“ 志愿
战”、
“ 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活动”、
者、群众参与留言签名”等活动，通过这
种与公众互动的形式，进一步面向社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光凯 通讯员 黄杰） 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
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市司法局充分结合司法行政职能
作用，积极为全市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环境。
今年以来，共推荐优秀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当
42 家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
该局注重开展普法进企业活动，举办法律援助工作者
深入企业宣传法律援助，及时受理经济困难员工的法律援
助申请，今年来共受理法律援助 13 件。开展法律“体
检”，定期或不定期对民营企业发展项目进行审查评估，
指出存在问题，预测潜在风险，提出排除方案，帮助民营
企业化解隐形风险。引导律师积极参与企业决策论证，提
供法律咨询、权利保护服务，促进依法办企。
公证机构主动为民营企业用工合同提供公证服务，主
动上门为民营企业签订经济合同提供服务；加大对中小企
业融资贷款的公证服务力度，规范交易行为，防范非法集
资，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 近日，笏石镇联合城建、国土、环保部门
开展拆违大行动，共拆除违章建房 6 宗、畜禽养殖场 14
起。
据悉，笏石镇此次创新开展“两违”与环保“双项”
联合整治行动，严打违章建房、重修复建、反弹复养行
为，强力震慑了“两违”苗头与违规养殖。
该镇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拓宽域内巡查范围，
紧密沿河排查力度，强化违法整顿，落实跟踪“回头
看”，推进“两违”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向优秀化、
制度化、常态化发展，同时抓好节假日期间“两违”管
控工作。
（刘金通 宋华婷）

组织应急反恐演练

本报讯 为维护校园
周边良好秩 序，有 效 保障
中小学生饮 食安 全， 优化
育人环境，近日，秀屿区城管执法局紧密结合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围绕“六个重点”集
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据悉，此次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主要采
取“重点区域重点整治、重点时段重点管控、重
点人群重点疏导”的原则，将区实验小学、坝津
小学、莆田十中、毓英中学、区实验幼儿园等城
区中小学校及周边流动摊贩作为整治重点区域和
对象，将上、下学高峰时段作为整治重点节点，
将存在安全隐患的小食品摊点作为整治管控重点，
督促校园周边沿街店面规范经营，对流动摊贩占
道摆摊和沿街店铺出店经营现象给予严厉打击。
同时，积极引导校园周边流动摊点经营者到市场、
临时便民服务点经营。今年来，累计规范引导在
校园周边占道经营的游商小贩 80 余人次。
为保证整治活动取得成效，该区城管执法局依
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实行定人、定事、定岗、定责、定
奖惩的管理责任制，严格执法人员区域责任落实。
同时实行轮班倒班错时上班制度，确保校园周边在
城市管理上不出现空档，实现全时段监管。该局还
组织执法人员，深入校园周边对商户、摊主、学生及
其家长等开展食品安全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教育，增强商户和摊主守法意识，督促引导学生正
确消费，提高食品安全观念，积极参与校园周边环
境治理工作。
（吴志军 曾亚萍）

星期三

和公众普及各类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基
本技能。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通过摆放宣传
展板、悬挂横幅、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
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社区居民介绍
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
件等身边常见灾害事故的应对防范措
施，普及灾害常识和避灾自救技能，增
强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群众
的风险防范应对能力。活动开展期间，
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图册 6000 多份、防
灾减灾宣传标语 6000 多份、宣传海报
施晗
2000 多份。

城厢区
5 月 7 日，城厢区防灾减灾宣传周
在万达广场启动。活动现场，防灾减灾职
能部门围绕各类灾害事故的知识和防范
应对基本技能展开咨询，推动防灾减灾

宣传进家庭、进公共场所等，动员市民群
众积极行动起来，群防群治、群策群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不断提升城市综合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将重点开展
生命通道专项宣传教育和整治，提高社
会对生命通道重要性的认识。针对大型
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医院、学校、宾馆
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
查各类影响应急疏散和救援的突出问
题，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分清责任，第
一时间督促整改，确保应急疏散和救援
通道畅通。
陈应

涵江区
近日，涵江区防指联合区应急局、区
自然资源局、萩芦镇在萩芦镇潭井村地
灾隐患点开展地质灾害防汛救灾应急演

【部门动态】

荔城区召开安全生产培训会
近日，荔城区应急管理局在拱辰街道组织全区安全生
产培训会。各镇街、工业园区、鞋服城分管领导和安办人
员，各镇街村建站、区应急管理局、住建局有关干部，以
及全区危化品生产单位负责人、中石化、中石油、中化片
区经理和安全员，私人加油站负责人共计 50 多人参加培
训。
培训中，危化品专家吴丹讲解危险化学品辨识、常识
及相关特性，区应急管理局公共事业股负责人布置了危化
品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旷远集团专家谢建勇讲解燃气
使用安全常识及日常监管措施；荔城区执法大队负责人讲
解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简易处罚。
通过培训，大家表示要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强化工作措施，加强风险辨识，推动隐
患排查，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为建设美丽荔城、平安荔城
做出自己应有的责任。
陈松

市应急局

练。
演练模拟以潭井村受台风天气和连
续强降雨的影响，有些山体滑坡后缘裂
缝加大，前缘局部发生小滑塌为背景。模
拟从地质灾害预报到灾情应急处置的全
过程，包括村居防灾负责人收到预警、监
测员向村镇报告险情、进行应急准备、向
村民发布预警、组织村民进行撤离、清
场、安置群众、解除警报等八个环节，并
成立了综合协调组、紧急抢险组、监测调
查组、后勤保障组。整个演练过程中各职
能组按职责各就各位，组织有序，反应迅
速，取得预想效果。
此次演练旨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广泛动员全社会重视参与防灾减灾事
业，推动全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锻
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增强了防灾避险意
识，达到了演练预期效果，也为全区防范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作积累了实
战经验。
晗雯

【基层短讯】

举办执法统计直报系统培训

涵江区组织开展
存在问题“回头看”

市应急局举办安全生产执法统计直报系统培
5 月 8 日，
会
训会，
各县（区、
管委会）应急局执法支队负责人参加培训。
议对我市下一步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和信息统计工作作了部
署：要提高认识，选派骨干力量做好安全生产信息统计工
作；
要细化分工，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录入和填
报工作；
要鼓足干劲，
认真做好本年度内的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工作，
强化危险化学品和工贸等重点领域执法检查。
此次培训，推进了安全生产执法统计直报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进一步提高执法统计质量，提升一线基层执
法人员的分析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安全生产
统计直报工作人员对该系统的理解，提升了直报工作人
员的业务能力，为完善我市安全生产执法统计工作奠定
了基础。
游兰

近日，涵江区开展 2017 年以来上
级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回头看”活动，先
后组织 8 个检查小组对 29 家企业开展
检查。
重点检查历年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重新逐一审核认定，杜绝执法检
查、隐患整改过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对存在隐患的线索作更深一步摸排
核查，督促企业建立“双预防”机制，落
实主体责任，不留死角消除各类事故隐
患。力促实现督查督办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定期研究，定期督导，定期调度，
做到督查督办工作收尾不收场。

【基层传真】

仙游县

进行企业安全生产约谈
日前，仙游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易燃易爆危化品企业安全生
钰诚化学有限公司、
仙游液
产约谈会。会上，
禾欣中裕新有限公司、
存
化气公司等企业负责人汇报本企业易燃易爆危化品基本情况、
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对易燃易爆危化品企业及相关
职能部门提出四点要求：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落实好企业的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排查安全隐患，
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强化隐患自查自纠。企业要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要求，
落实隐患自查自纠制度，
实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并统一建立档案，
督促整改。
常态化。要全面开展安全大排查，
深入开展危化品安全整治。明确安全监管责任，深入查找当
前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对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等各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督
促、再落实。
加强落实监管责任。要严格按照“五落实五到位”要求，对查
出的非法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严格落实停业整顿、关闭取
缔、上线处罚和严厉追责的“四个一律”执法措施。
仙雯

湄洲岛

部署第二季度安全工作
近日，
湄洲岛召开 2019 年第二季度全区防范较大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工作会议。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强化安全生产责
工委、
管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任落实，
严格督查考核，
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更严的措施严密防范安全生
抓好思想与思路。以更大的力度、
产事故，
以更高的站位、
更大的担当强力推进隐患排查专项整治。
紧盯重点领域，
找准关键
抓好发力与发动。要坚持问题导向，
环节，
切实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狠抓湄洲岛 19 个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检查落
抓好承担与担当。要强化责任担当，
完善工作措施、
明确时间
实安全生产工作，
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
难点、
焦点问题，
要有针对性
进度，
对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点、
的制定治本措施，
促进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
管理。
以
抓好信心与决心。要树立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曝光一起，绝不姑息，
切切
“零容忍”
的态度，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度假岛、
智慧岛、
幸福岛。
实实把湄洲岛打造成为文化岛、
生态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