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

F

责编／林国清 美编／刘智豪 校对／谢永英
电话／0594-2691146 E-mail:1512250380@qq.com

法治

AZHI

扫黑除恶不停歇
荔城区法院宣判 2 件涉恶案件

宅、非法拘禁、上门喷油漆、贴白纸条等手
段进行讨债，滋扰被害人及其家属生活，扰
乱正常社会秩序，形成以黄某光为首的恶
势力团伙。
被害人宋某某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向
李某煌借款 70 万元，由被害人范某某做担
保人。2015 年开始，宋某某无力支付利息。
本报讯 （记者 许爱琼 通讯员 黄美
黄某光纠集人员辱骂宋某某家属，并指使
妹）强力扫黑，铁腕除恶。今年 5 月份以来， 姚某春等人强行住进宋某某家中，前后长
荔城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加大依法打击
达 20 余天。随后，还威胁要在宋某某家中
力度，
再宣判 2 件涉恶案件。群众反映强烈
泼洒农药。2015 年下半年，李某煌、黄某光
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恶势力团伙，依法受到
多次到担保人范某某经营的店内，进行辱
严惩。
骂、砸东西，甚至采取威胁送花圈、拉白布
5 月 13 日上午，黄某华、李某煌等 5 人
等方式讨债，并长时间滞留店内，多次将
涉恶势力非法讨债案，在荔城法院第一审 “范某某欠债还钱”的字条粘贴至范某某店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面门口及周边，严重影响商店正常经营及
据了解，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黄某
生活秩序。
光（另案处理）多次向他人高利放贷，当借
此外，黄某光还有其他多起非法讨债
款人无力偿还本金及支付高额利息时，黄
行为。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 月
某华、李某煌等人在黄某光的指使安排下， 18 日，黄某华、李某煌等先后被抓获。经审
对借款人采取言语辱骂、威胁、侵入他人住
理，荔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某

擅发医疗广告被罚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
员 郑云林） 日前，仙游县鲤城
街道的郑某将罚款 7500 元存入
国家金库仙游支库账号后，将存单交到执法人员手里。
3 月 27 日，仙游鲤城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根据移
送的线索函，对鲤城街道某美容服务中心进行检查，
发现广告违法，当即立案调查。
经查，郑某发布“美容养生”、“微整形”、“超
声刀”位于店铺外的墙体广告牌上；门口 LED 广告牌
上滚动播出“整形外科”等内容的广告信息；店内摆
放有整形的海报；城区内的公交车车身广告的内容为
“某某倾城 半永久 微整形 养生美容”。这些医疗
广告内容均未经过审查，郑某也无法提供相关的审查
批准文件。据悉，该广告内容是由郑某设计并委托他
人制作。至被查时，其发布上述广告共支付广告费用
4000 元。
执法人员认为，郑某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自行
发布医疗广告，其行为违反了 《广告法》 第 46 条的规
定，属于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
依据该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对他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郑某停止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并在相应范
围内消除影响，对其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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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9 个
翻建旧厝的村民购买沙石，仍受郑某西纠
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总
集，实施强迫交易行为。
和刑期 2 年 9 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经审理，郑某芳曾与郑某西等人到新
年 6 个月。被告人李某煌犯非法侵入住宅 度镇某村村民郑某开等人家中，告知必须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犯寻衅滋事
向郑某西购买沙石，暗示若不向其购买则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总和刑期 2 建房手续可能无法顺利审批。郑某开等人
年 6 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 4 个月。 迫于压力，只好向郑某西购买沙石。期间，
被告人姚某春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
郑某芳不仅陪同郑某西到被害人家中威胁
期徒刑 1 年 3 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
强迫交易，还负责核对账目。2018 年 9 月，
期徒刑 1 年，总和刑期 2 年 3 个月，决定执
郑某芳被抓获。
行有期徒刑 2 年。被告人陈某东犯非法侵
荔城区法院认为，郑某芳伙同同案犯
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被告人许
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购买沙石 5 次，交易
某墩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 8
数额共计人民币 152510 元。其情节严重，
个月。
并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恶势力犯
罪集团。郑某芳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5 月 13 日下午，被告人郑某芳参与实
施的“沙霸”涉恶案件在该院宣判。
其在共同犯罪当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
郑某芳是荔城区新度镇人。2017 年 9
当从轻处罚，且荔城区司法局出具调查评
月至 2018 年 8 月，同案犯郑某西担任新度
估意见书，认为郑某芳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镇某村副主任、治保主任兼土地协管员期
据此，荔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郑
间，郑某芳明知郑某西利用审批本村村民
某芳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
旧厝翻建手续的权利，操纵沙石市场、强迫
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重新排查历史遗留积案

埭头派出所运用高科技手段破获 1 起盗窃案

本报讯 日前，秀屿区埭头镇埭
新社区居民刘清芳特意制作一面绣写
“破案有方，尽职尽责”的锦旗 （如
图），送到埭头派出所副所长梁清手
中，对他破获 1 起入室盗窃积案表示
感谢。
原来，2014 年 10 月的一天，刘
清芳家发生 1 起入室盗窃案，他放在
家里的 1.6 万元钱不翼而飞。案发后，刘清芳到埭头派
出所报案。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其家中进
行现场堪查，并调看周边的监控视频。从视频中发现
嫌疑人为 1 名青年男子，但是因当时监控图像模糊，
侦察技术有限，无法锁定嫌疑人身份，导致该案久立
不破。
今年 4 月，该所副所长梁清在对往年积案累案进
行重新梳理排查时，对这起盗窃案的视频图像进行重
新分析，同时采用现代高科技侦查手段，锁定犯罪嫌
疑人胡某，并及时在胡某的住处把其抓获归案。
在突击审讯时，胡某对自己前几年的入室盗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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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秀屿 区平 海 镇 山
星村，有这样一位老台
iyanghong
胞，他放弃优越的养老条
件，毅然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家乡公益事业；他任
福建省政协委员期间，出版过多本著作，发表百万
字论文，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他
就是不久前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的黄永寿。
黄永寿，笔名“洪奉阿寿”，祖籍台湾高山族，
出生地为平海镇山星村。1972 年，他到黑龙江省柳
他先后
河五七干校当一名知青。知青生涯结束后，
调入黑龙江省委机关、建阳市府办、政协、台联等
部门任职。虽常年在外奔波，他却始终心系故乡、
情牵故土。2015 年，
正式退休后，他放弃了颐养天
年的条件，毅然回到家乡山星村，决定发挥余热，
为建设家乡作贡献。
黄永寿所居在的西厝自然村村道，晴天尘土

为供认不讳，同时还供述今年以来在江西南昌、秀屿
区东庄镇、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镇等地多次实施入室
盗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胡某家属也退还了大
部分涉案赃款。
（谢庆胜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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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雨天泥泞满地，严重影响群众出行。要致富
先修路，2007 年，黄永寿拿出自己一年的薪酬共
6.4 万元，起示范带头作用，发动村民捐资捐物，
建成一条长 800 多米、宽 3 米的水泥村道。随
后，他又捐资 5000 元用于安装路灯。2012 年底，
为了修建一条通往火石山的“平安路”，他又慷
慨解囊捐资 5 万元。此后，他影响带动在外人士
共同捐资，为民办实事，终于修好通往火石山的
900 多米长农耕路。
黄永寿还积极倡导群众移风易俗，配合政府
推行殡葬改革，劝说自家兄弟拿出自留地，用于
村里建骨灰堂。在大力倡导建设村里各项公益事
业中，他不仅个人积极捐资捐物，还充分发挥自
己的人脉关系，为建村道、革命老区村、日月公
园健身器材及骨灰堂等项目向有关部门争取资金
补助。

山星村境内的火石山，属沿海丘陵地貌，留下
过戚继光、郑成功、施琅等民族英雄的足迹，有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该村在各级部门的
指导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火石山规划建
设日月公园，打造乡村旅游项目，村容村貌发生很
大变化。如今，
去火石山日月公园旅游参观的人接
踵而至。
乡村振兴首先要文化振兴。2016 年他撰写《火
石山风情》一书，大力宣传推介家乡，并倡议在火
石山筹建秀屿乡村“书法第一墙”，他邀请多位书
法名家，共同为书法墙创作了《弟子规》等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书法佳作 28 幅。书法
墙选用优质石板作为书法作品雕刻基材，黄永寿
用一个月时间精心镌刻，全长 35 米，耗资 4.2 万多
元。如今，该村“书法第一墙”对外开放，大大地丰
富了乡村文化，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称赞。谢庆胜

智能助老
提高服务质效

Q

本报讯 （记者 陈艳艳 通讯
员 林美云 文 / 图） 连日来，市委
ingxisangyu
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联合中国移动莆
田分公司志愿者、
“ 闽善行·桑榆情”智能助老服务站志愿
者，走进老干部家中，为老干部发放智能手表，向老干部
及其家属详细讲解手表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并现场做了
示范 （如图）。
呼叫亲人
据该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智能手表具有定位、
及志愿服务平台、监测心率、
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功能，实现线
“义修哥”
“
、一元理
上与服务平台对接。线下通过将国家电网
律师法律援助
发”
、
工商局防诈骗防传销、
医护人员上门体检、
等纳入志愿服务项目，在
志愿者和老干部间架起爱
心帮扶桥梁。
智能手 表发 到老 干
部手中后，志愿者服务
平台将定期或不定期安
排志愿者上门，对老干
部进行回访，为他们提
供及时、有效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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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庄镇拆除 4 处“两违”建筑
本报讯 近日，秀屿区东庄镇组织镇国土资源所、
城建中队和包片工作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位
于临港工业园区周边的东沁、前云等村的 4 处“两违”
建筑依法予以拆除，面积约 400 平方米。
东庄镇是我市发展临港产业的重镇，近年来，福建
佳通轮胎、福建 LNG 接收站、莆田燃气电厂、上海电
气风电莆田制造基地、中锦新材料、永荣科技 CPL 等
一大批优质临港工业项目先后落地该镇，临港产业发展
风生水起。但辖区时有发生的“两违”建筑行为，对临
港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鉴于此，近年来东
庄镇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保持对违法占地违法建
设的高压打击态势，实现对新增“两违”行为“露土就
打，出土就拆”的目标。同时，加大巡查整治力度，确
保“两违”整治成果得到长效巩固。
（吴志军 沈爱国）

检察机关法治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连日来，荔城区检察院组织检察干警来到
莆田九中、莆田第一实验小学等学校，开展“杜绝校园
欺凌，守护阳光校园”法治进校园专项巡讲活动，教育
和引导未成年学生增强自我保护防范意识。
为进一步夯实法治宣传进校园工作的基础，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学生违法犯罪及被侵害案件发生，
荔城区检察院还会同区教育局等部门，开展亲子关系沟
通等亲子课程；结合办理无牌证校车等案件，剖析学校
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向区教育局
发出检察建议，协助堵漏建制，并由检察长担任莆田第
四中学法治副校长，参与制定学校的法治教育计划，协
助学校加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建立学校、家庭、
检察三位一体的检校合作长效机制，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
（何晋生 陈晓燕）

禁止收寄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老台胞的故园情
夕阳红

MEIZHOU DAILY

本报讯 日前，涵江区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中心组
织执法人员，向邮寄企业宣传禁止收寄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
此次宣传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35 人次，深入 12 家企
业、分支机构、末端网点等，发放宣传材料 80 余份。重
点抽查顺丰、德邦等大品牌邮寄企业，并告知从业人员禁
止邮寄野生动物活体、象牙、虎及犀牛制品等野生动物制
品，对收取的包裹要求落实 《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 和
“开箱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突出收寄源
头安全管控，强化开箱验视和实名收寄管理。同时，提醒
从业人员在醒目位置粘贴常见的野生动物制品示例图，杜
绝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通过寄递渠道非法流通。
（方薇 郭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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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吃水果有讲究
Y养生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
丹） 眼下，天气逐渐炎热，
angsheng
新鲜水果陆续上市。市第一
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方荔玮提醒，不少水果虽
有清热解暑功效，但部分水果含糖量较高，患有
糖尿病的老年人要慎食。
方荔玮说，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
代谢性疾病，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食
用糖分过高的水果有可能会影响血糖波动。糖尿
病患者可选择食用火龙果、橙子、柠檬、苹果等
含糖量低或者有利于降血糖的水果，避免食用山
楂、鲜枣等。
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要注意控制总热量，在
合理范围内均衡选择各种食物，吃水果不能过
量。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拒
绝摄食过多油脂食物、垃圾食品以及含糖高的糕
点，尽量避免吃夜宵。此外，要加强有氧运动，
避免肥胖，保持身心愉快。

百名老人共舞太极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情系桑榆

日前，市卫健委联合荔城区卫健局、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在荔城区新度镇郑坂
村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活动。图为活动中，医务人员认真解答老
年人提问。
本报记者 李霞 摄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日前，秀屿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联
合区武术协会，举办太极拳健身展演活动，该区
100 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参加。
笔者在展演现场看到，百名太极拳爱好者身
着五彩太极拳服装，伴随着悠扬乐曲，大家队列
整齐、精神饱满、动作协调，把太极拳中正平
稳、均匀柔和、舒展大方、绵绵不断的特点表现
得淋漓尽致，起承转落间散发着浓郁的中华传统
文化气息，行云流水般的表演令人赞叹。
此次活动，展示了该区老年人健康向上的精
神风貌，丰富老年人的文体生活，倡导健康生活
理念，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健身知识，有利于推
进全区太极拳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近年来，秀屿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动作为，
积极开展老年体育工作，提高老年人体育健身意
识，激发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热情，在全社会逐
步形成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支持老年体育事业
发展的良好氛围。
（吴志军 徐志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