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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程序 公正文明执法
城厢区法院对强制执行行动进行网络直播，31 万网友围观执行现场
行动，也是向群众展示该院执行力量和执行决心的一次机
会，要确保本次行动取得实效，打出声势。随着陈志权“行
动开始，出发”的一声令下，全体执行人员迅速整齐有序地
出发，前往第一处腾房现场。
执行队伍到达第一起案件执行现场。这是一起银行借
贷纠纷，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银行向
法院申请执行。第一站要腾退的房屋是一座七层楼的房
屋，该房屋位于市区繁华地段，经过两次拍卖流拍后，现已
成功变卖。房屋内现在还居住了二三十人，情况较为复杂。
现场，执行员与买受人沟通屋内物品归属交付事宜，进行
现场交付。
执行队伍到达第二起案件执行现场。据了解，2015 年
6 月 18 日，某银行作为贷款人与卢某作为借款人签订《个
人贷款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 1960000 元，并以坐落于凤
办新塘居委会顶社路凤凰山庄某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到期
后，卢某未能偿还借款本息，某银行诉至法院。现场，执行
人员和买受人及租户进行协商调解，成功签订交付笔录。
执行队伍到达第三起案件执行现场。这是一起民间借
贷纠纷，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于

本报讯 （记者 许爱琼 通讯员 李晓娟 黄盈熹）
9 月 5 日上午，城厢区法院开展福建法院“亮剑八闽 夏季
—院长带队攻坚执行难”网络直播活动，31 万名网
风暴——
友围观了法院在高温下的执行现场。此次活动由城厢区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权带队，城厢区人大代表黄志兴、城
厢区政协委员陈真夫全程见证。
当天上午 9 时，气温渐高，全体执行干警列队集结，整
装待发。出发前，城厢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权作动员
讲话。针对此次行动，陈志权提出，要严肃纪律，一切听从
指挥，确保行动高效迅速；要有序执法，严格遵守程序，切
实做到文明执法；要注意安全，合理运用措施，尽量避免突
发状况。他说，此次活动既是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的一次

擅自拆除二维码门牌被查

本报讯 （记者 佘宸昱 文 / 图） 为提
高广大企业员工文明交通安全意识，树立文明
交通理念，近日，城厢交警大队民警走进福建
莆田海晟连锁商贸有限公司，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讲座 （如图）。
民警紧紧围绕辖区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
了事故成因及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用朴
实的文字语言、真实的图片和视频，给公司职
员带来强烈的震撼与警示。民警宣传全市正在
开展的诚信交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讲解酒
驾、超速、驾乘电摩不戴安全头盔等典型违法
的危害性，普及道路安全行车有关知识。组织
现场提问，进行互动，为职员答疑解惑，加深
对交通安全的认识。

组织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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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讯 （记 者 傅 梅香 通
讯员 李澜） 最近，仙游县园庄
镇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内园庄中
心幼儿园、园庄养老院、超市等场所开展“迎大庆、保
稳定”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行动。
在园庄中心幼儿园，检查组对幼儿园校园环境、消
防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和检查，并对食堂监控进
行查看，在排查过程中发现冰箱未贴留言标识，要求现
场整改到位。在超市，检查组对灭火器、消火栓、疏散
指示等消防器材、应急设施配置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消
火栓用水的压力等进行了检测，督促负责人要时刻注重
消防安全工作，积极开展防火巡查，确保消防安全。在
养老院，检查组对食堂是否按照操作规范储存、加工食
品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消防通道楼梯未设置安全防护
垫，责令其限期整改。此次检查行动，共走访 3 家单位，
排查隐患 2 处。

志愿者进社区宣传法律

排查整治“三合一”场所
本报讯 （记者 戴立钦 通讯员 陈娟）近日，荔城公
安分局新度派出所联合新度镇安监办，在辖区开展“三合一”
场所整治行动中，查处一处
“三合一”场所。
据悉，为坚决遏制“三合一”场所、出租房重特大火灾事
故发生，切实加强社会面消防监督，该所领导高度重视，始终
保持严打严查、严防严控的高压态势。当天下午，该所组织
民警联合该镇安监办人员深入辖区，对辖区内生产单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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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单位，特别是家庭作坊等易出现“三合一”场所的区域进行
全面排查。排查至白埕村时，该所民警发现该村有 1 家厂房
存在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
对此，该所民警和镇安监办当场责令该工厂停产停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 1 万
元的行政处罚。此次行动有效杜绝了一批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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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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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市民的法律意识，弘扬文明
新风尚，近日，涵江公路分局联合区交通执法大队组成
志愿者队伍，来到涵江商业城社区，开展以“平安建设
人人参与、扫黑除恶人人有责、移风易俗你我同行”为
主题的志愿者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入户宣传、发放资料 （如
图）、现场解答群众提问等形式，耐心为来往群众以及社
区居民和商户讲解扫黑除恶、治安防范、爱路护路等相
关知识和公路法律法规，引导市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志愿者们还现场发放反邪教、移
风易俗倡议书等宣传材料，引导群众自觉做移风易俗、
勤俭节约的宣传者与推动者,营造文明过节、崇德向善的
良好社会风尚。
通过志愿者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
的法律意识，掀起平安普法的新高潮，弘扬破陈规、除
陋习、传文明、树新风的良好风尚。
（朱秀花 佘元山 文 / 图）

举办交通安全宣传讲座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梁艳） 为加
大标准地址二维码管理工作，最近，灵川派出所组
织警力到各街巷直传二维码门牌应用时，发现位于
何寨南街一处房屋的二维码门牌被私自拆除。
经查，该房主何某于今年 7 月份因投放店面广
告，觉得二维码门牌影响美观，就私自将其拆除，
至今未再安装。目前，灵川派出所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对其处以相应处罚。下一步，该所将维续加大
查处力度，对擅自破坏、损毁、拆卸和丢弃二维码
门牌等行为坚决打击。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员 戴雪梅） 近
日，西天尾镇后黄社区举行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
练活动，提升社区干部、安保人员及社区居民消防
安全意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活动现场，后黄社区第一网格网格员向孩子们
讲解了火灾的危害及火场逃生基本常识后，在模拟
火险场景中，积极配合消防教官，带领参与演练的
孩子们低头弯腰，有序撤离火场。
消防教官还向社区干部、安保人员及社区居民
讲解灭火器的检查要点，教大家如何正确使用灭火
器，并进行实际操作。

因被执行人不
今年 1 月 29 日向法院申请执行。
到达现场后，
在现场，
执行员打电话通知被执行人到法院配合处理案件。
执行队伍到达第四起案件执行现场。这是一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发后被执行人一直没有还款。执
行人员来到被执行人家中，敲门等待无人应答。执行员介
绍，被执行人一直表示自己没有偿还能力。该院执行局局
长曾可嘉表示，如果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的话，后续将继续
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
执行行动直播结束后，
陈志权对本次集中统一行动做出
总结，这次行动共交付两处房产，拘留被执行人 1 人，促成 1
取得较好的成效。
件执行案件和解，
总体执行活动较为顺利，
不断提升执行工作的新
下一步，
该院将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
境界、
新水平、
新成效，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全程见证的城厢区人大代表黄志兴表示，通过当天的
行动，可以看出城厢区法院在解决执行难这一问题上作出
了扎实的努力。在今后的执行难解决方面，建议加强对执
行案件的跟踪，多与申请人联系，多提供有效的执行信息，
让执行行动更容易落实。广大群众也要理解和支持法院的
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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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气象人”李清寿讲述 莆田气象事业的变迁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周年，
70
70 年百废俱兴，莆
iyanghong
田气象与其他行业一样，随
着国家实力的增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进步。”近
日，在市委老干部局和市离退休干部党工委联合
召开的国庆 70 周年座谈会上，78 岁的市气象局退
休干部李清寿谈起莆田气象发展的“阴晴冷暖”。
作为“老气象人”，他见证了莆田气象事业的变迁。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气象部门实行“条块结
合，以条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上属国务院
中国气象局，下至县（区）气象局，这项改革提高了
气象事业统筹规划建设水平。1983 年底，我省完成
这项体制调整，改变了以往“条”与“块”管理反复
变化的被动局面，提升气象工作整体效率。
新中国成立前，莆田气象台站一片空白。上世
纪 50 年代，才先后在秀屿东峤的莆田盐场、仙游
为
城关、莆田城区建立气象台站。上世纪 80 年代，
适应开发湄洲湾天然良港要求，建成湄洲湾海洋

夕阳红

气象站。随后又在湄洲岛建成莆田市海洋气象台，
并在全市布设 116 个多要素全自动小型气象监测
站，其空间网格密度达每个 10 公里，遍布全市各
乡镇、海岛、港口、水库及地质灾害多发地，实行全
天候每 5 分钟自动监测报告一次。
2017 年，全市第一部气象雷达在秀屿东峤建
成投用，初步构成了天上有气象卫星、地面有气象
雷达及其星罗棋布的自动气象监测站和预报能
力。近年来，我市先后在南郊村建成莆田市气象预
警中心，在东峤魏厝村建成秀屿区气象预警中心。
如今，仙游县气象预警中心也在鲤南涵井村抓紧
建设中，今后将大大提升全市气象业务技术水平。
在天气预报技术与服务方面，从原来的单纯
天气形势图加预报员经验的主观定性预报，逐步
发展到今天的天气形势图、天气雷达回波图、气象
卫星云图和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等，全天候、多方
位，立体空间高科技综合应用的定量定点天气预
报方法。据统计，
我市近年来的晴雨和气温等项目

预报准确率已达 80%以上。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创，到 60-70 年代巩固，
在 80 年代提高，至进入 21 世纪发展势如破竹。”
李清寿说，如今气象预报可通过广播电视、气象网
站、电信 12121 热线、手机微信、短信，以及互联网
终端等方式传播，为部门和群众提供服务。他坦
言，大气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目前天气预
报还不可能做到 100%准确无误，仍有提升空间。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天气预报将会越
来越精准。
70 年阴晴冷暖，70 年风雨兼程。莆田气象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已基本建成设备齐全、技术
先进的现代化气象科学业务体系。风云变幻气象
新，莆田气象发展是我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
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我
市气象人代代传承和努力下，气象预报水平和服
务能力将更加进步，为美丽莆田建设添彩助力。
本报记者 黄凌燕

“兵爷爷”喜送孙子去当兵
本报讯 9 月 8 日，在荔城区黄石镇惠下村，
新兵方圣杰即将离别亲人踏上军营旅程，
61 岁的
满脸自豪。方柏洪老
爷爷方柏洪紧握着孙子的手，
人当了 4 年义务兵，如今孙子又接过保家卫国的
“接力棒”，延续全家的军营梦。
提起军旅生涯，
方柏洪说，
1976 年 3 月至 1979
还光荣加
年 12 月，
他在上海部队当了 4 年义务兵，
当起了木匠，
入中国共产党。方柏洪退伍回到家乡，
后来成为雕刻大师，
培养了许多玉器雕刻师。
方柏洪经常给孩子们讲战斗英雄的故事和军
发扬下去。老人的
营生活，
立志要把军营情结延续、
儿子在 1996 年至 1999 年当了 4 年义务兵。孙子
方圣杰降生后，
再次点燃他的参军梦，时时处处熏
陶、
鼓励孙子，
使孙子对绿色军营特别向往。如今孙
子也应征入伍，
展现一家三代的参军爱国情缘。
今年高中毕业，已考上大学的方圣杰放弃到
高校深造的机会，毅然选择了报名参军入伍，步入
军营进行锻炼，
成就了“兵爷爷”的报国梦。
（翁国城 陈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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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食用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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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蕊）
中秋佳节将至，赏月、吃月
angsheng
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龚锦容提
醒，
老年人吃月饼要有选择性，做到适度、适量。
龚锦容介绍，月饼是高脂、高糖、高热量食品，
过量食用易增加体重，升高血糖、血脂，且不易消
“无糖”
的月饼并非真的
化。他说，
市面上有些标注
都不含糖，而是将其中的蔗糖或葡萄糖改为木糖
醇，
这种糖类摄入人体后不容易被吸收。月饼中的
其他原料，同样会产生大量卡路里，如果过多食用
高血脂、
动脉硬化、
高血
容易造成血糖升高。肥胖、
大量糖和油脂
压及冠心病老年患者不宜多吃月饼，
的摄入，
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升
高，
血液变得更加黏稠，
从而诱发心绞痛、
心梗等。
龚锦容建议，老年人在食用月饼时切莫贪嘴，
含有咸蛋黄的月饼，一天蛋黄食用量不应多于 1
以一天不超过四
个。糖尿病患者食用量应再减半，
分之一个月饼为原则，尽可能避免食用蛋黄。此
外，月饼与瓜果蔬菜等同时进食，可增加膳食纤
维，有助消化，促进膳食平衡；茶也可以帮助降低
血脂浓度，消除油腻；吃完月饼后应增加活动量，
帮助降低体内热量。

养 生

安装健身器材
我市沿海
地区气候宜
人，空气温润
潮湿，有利于
老人的健康、
长寿。图为在
北高镇汀江
村，勤劳的村
民在滩涂上采
蛏劳作。
本报记者
陈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林英 通讯员 薛勇敏 吴
晓唯） 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健身需求，提高老年人
身体素质，近日，仙游县枫亭镇综治 （网格） 中
心以该县开展“网格+为老服务”工作为契机，
为社区老人献爱心，免费安装一批崭新健身器
材，为老人增添新的健身娱乐方式。
据悉，网格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
的优势，冒着酷暑奔走选址，共选址 6 处。经协
商确定安装地点位置后，帮助协会搬卸安装器
材。安装之后，网格员带着老人体验健身器材，
并告诉他们需要注意的细节，防止老人因健身方
式不当伤到自己。网格员还走进社区老人家中，
告知他们社区健身器材地点，并讲解适度运动对
老年人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