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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行动
“五民”行动，即法治文化志愿服务“育民”行

动、人民调解志愿服务“和民”行动、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惠民”行动、专业法律志愿服务“便民”行动、
社区矫正志愿服务“安民”行动。

“五民”行动获居民点赞
“厦门会晤·志愿同行”湖里区法律志愿服务“五民”行动昨启动

法律志愿者为居法律志愿者为居
民送上民送上““湖娃说法湖娃说法””等等
系列普法丛书系列普法丛书。。

湖里区司法局成立五支志愿服务队湖里区司法局成立五支志愿服务队。。

育民：线上线下互动

组建法治文化志愿服务
队，结合国家宪法日、“三下
乡”、综治宣传月等时机，组
织法治文化志愿者深入社区
开展“法治文艺演出”活动，
通过小品、歌曲、舞蹈、法律
知识有奖竞赛等基层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把崇尚法律、
文 明 、向 上 的 理 念 带 给 群
众。开展“法治文明网络传
播”行动，今年来利用“湖里
法律在线”微信等发布法治
资讯600余条，积极宣传热点
法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传
播法治文明。

和民：基层一线为先

组织人民调解志愿者走
进社区小组、楼栋，走进居民
家中，深入外来务工人员聚居
区，实行“点对点”的化解模式，
帮助解决邻里矛盾纠纷。在
调解中将文明待人、和谐相处
的理念贯穿于调解过程，先明
法理，再通人情，合情合理化
解纠纷，知礼守信倡导文明，
倡导建立和谐邻里关系，促进
形成文明邻里关系新风尚。
今年以来，区司法局指导各级
人民调解组织和志愿者成功
调处矛盾纠纷1400余起，调解
成功率达99.7%，并在全市率
先试点在10个物业小区设立
小区调委会，将调解力量进一
步下沉，有效促进邻里和谐。

惠民：弱势群体关爱

组织法律援助服务志愿
者对困难家庭、特困群众、低
保户、残疾人上门提供法律
帮助。进一步畅通法律援助

渠道，建立法律援助快速通
道和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
通道”，今年第一季度共援助
案件373件，其中群体性案件
17起(277人次)，开通“12348”
免费法律咨询热线，接待咨
询人数 1092 人次，有效维护
弱势群体利益。

便民：特色品牌引领

组织法律服务志愿者走
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百
姓法治讲堂”等 67 场以案说
法专题讲座，提供公证、法律
咨询等服务，今年来共向社区
居民、青少年学生、外来务工
人员等群体免费赠送《湖娃说
法》等普法读本2万余本，同
时提升“村里人”公共法律服
务站、金哥安妹法律驿站便民
服务功能，为居民提供优质、
便捷的法律服务。

安民：“三位一体”共筑

一方面组织志愿者针对
矫正对象提供心理情绪疏导、
行为偏差纠正、家庭和社会关
系修复等方面的志愿帮扶服
务，今年来共进行心理测评
41人次，组织心理健康讲座、
心理咨询师个别干预等，引
导矫正对象正确对待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切实融入社会。另一方
面引导身体健康、有劳动能
力的社区矫正人员，自愿报
名参加公益服务，今年1至5
月份共有2000人次参加了“清
洁家园”环保志愿服务、“文明
出行”交通劝导服务等，增强
其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构建和谐社区环境、维护社
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江海苹 通讯
员陈文慧）为推动湖里区法律志愿服务

“五民”行动深入开展，昨日下午，“厦门
会晤·志愿同行”湖里区法律志愿服务

“五民”行动启动仪式在金安社区举行。
本次行动由湖里区司法局和湖

里区文明办主办。据介绍，为做好“厦
门会晤”服务保障工作，大力弘扬志愿
精神，主动履行司法行政机关社会责
任，激励引导广大法律志愿者以热情
好客的姿态、专业的法律服务技能、形
式多样的活动，充分展示文明城市形
象，近日，湖里区司法局在全区司法行
政系统开展法律志愿服务“五民”行
动，鼓励、引导司法行政干部队伍、社
会各界、市民群众广泛参与法律志愿
服务活动，弘扬“我志愿、我快乐”的志
愿者精神，踊跃开展各类法律志愿服
务，共同为办好厦门会晤作贡献。

启动仪式上，湖里区司法局率先
成立了法治文化、人民调解、法律援
助、专业法律和社区矫正5支法律志
愿服务队，组织开展育民、和民、惠民、
便民和安民“五民”行动。活动现场便
民活动丰富多彩，湖里区司法局法律
志愿服务“五民”行动、区法律援助中
心、区公证处、金哥安妹法律驿站等为
居民提供更精准的志愿服务。

湖里区以案释法讲师团也同时
成立，讲师团成员由湖里区一批法律
基础扎实、授课经验丰富、政治素质可
靠且热心普法事业的法官、检察官、行
政执法人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等
35人组成。

湖里区司法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湖里区注册和在册法律志愿者
近400人，“五民”行动将充分调动法
律志愿者的积极性，深入社区、学校、
企事业单位、机关等，全方位开展法律
服务。市司法局领导到场指导活动开
展，并指出要围绕厦门会晤所需，进一
步拓展志愿服务领域，进一步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志愿服务机制，努力营造

“人人都是东道主，人人都是志愿者”
的浓厚氛围。

湖里区法律志愿服务“五民”行动

育民和民惠民便民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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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明来历”的黑色
行李箱，码头工作人员按规定
流程进行防爆处理；一旁的厦
门市港务管理站工作人员边
看边记，检验这些流程是否完
善，是否符合应急预案要求
……昨日，厦门市港务管理站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举办防
爆、消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
化我市港口安全生产工作。

今年6月是全国第16个
“安全生产月”。据了解，厦门
市港务管理站的主要职责是：
对厦门港辖区码头开展生产
作业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各项
安保措施和审批职责，督促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
行港口危险货物装卸、过驳作
业审批等。该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
和要求，在“安全生产月”期
间，该站深入基层，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提升全员
安全文明素质，提高厦门港安
全生产水平。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崔昊 通讯员 刘燕
昆）记者昨日从厦门检验检疫局获悉，近日从
厦门口岸出口的一批铁皮石斛在新西兰顺利
通关。该批铁皮石斛共计 180公斤，货值 38
万美元，是福建省今年首次出口铁皮石斛。

铁皮石斛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列“中华
九大仙草”之首，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产品价
格不菲，有“药中黄金”和“植物熊猫”之称。该
批出口新西兰的铁皮石斛，将被用作药品及保
健品原料。

记者了解到，该批铁皮石斛由厦门塔斯曼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该企业拥有福建省唯
一通过国家认证的铁皮石斛人工培植基地，也
是福建省唯一一家可以出口铁皮石斛的企业。

数据显示，去年厦门口岸共出口中药材
85批、597吨、695万美元。其中，出口铁皮石
斛4批、1.3吨、218万美元，出口额占中药材出
口总额的三成以上。

我省首批出口铁皮石斛运抵新西兰

厦门口岸出口中药材
铁皮石斛逾三成

铁皮石斛铁皮石斛。。

我市地铁人防密闭门
成功进行水密性试验

本报讯（记者 蔡镇金 通讯员 邹文艺）近
日，市轨道交通集团、市人防办组织有关单位
在某人防设备制造单位成功进行了防护密闭
门水密性试验。

据了解，鉴于我国部分城市地铁车站出
现了水淹现象，市轨道交通集团与市人防办组
织人防设计、监理、设备制造等单位搭建试验
平台，选择一樘安装于地铁2号线出入口的无
门槛防护密闭门进行水密性试验。最终，漏水
量指标完全满足有关规范要求，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这标志着我市地铁采用的钢结构无门槛
双扇防护密闭门将具备防淹功能，大大节约了
另行装置防淹设备所需的人力、物力及费用，
为国内地铁工程防灾减灾提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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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 通讯员 黄志
毅）昨日，我市颁发第一本《厦门市建筑废
土处置证（运输核准）》（以下简称《处置
证》），这意味着，厦门市有了第一家合法允
许进入工地从事渣土运输的企业。

据统计，我市在建设过程中平均每年
产生1000多万立方米的建筑废土，在如此
数量的建筑废土背后，同样需要一个庞大的
运输链条作为支撑。由于准入门槛低，挂靠
经营、分散经营等现象成为我市渣土运输行
业的普遍情况。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我
市对建筑废土运输单位一直采用“申报+登
记”的核准模式，也就是凡符合法定条件的
运输单位，均可从事建筑废土运输，但从实

际操作效果来看，这种方式很难达到“建筑
废土运输可控、有序”的效果。因此，去年我
市新出台的《厦门市建筑废土管理办法（修
改）》，将废土运输的核准方式改为“公开招
标投标”的方式，即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作出核准决定后，再采取招标投标的方式承
接运输业务，令建筑废土运输单位向规模
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实现行业“换血”。

去年12月20日，市建设局发布厦门市
建筑废土运输核准公开招标公告，并于今
年2月27日在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公
开开标，厦门衡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等
20家运输企业确定为中标候选人。经过一
段时间的准备，厦门衡丰土石方工程有限

公司按《厦门市建筑废土运输核准公开招
标文件》完成了停车场硬化、智能型建筑废
土运输车辆采购，全部车辆对接厦门市建
筑废土管理信息平台。昨日，厦门衡丰土
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全市第一本具有
5年资质的《处置证》，意味着它成为全市第
一家取得《处置证》的企业，也是目前唯一合
法允许在厦门市进入工地从事渣土运输的
企业。

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电
力、燃气、园林绿化、拆除、道路维护、场地平
整、轨道交通及涉海工程等各类项目在处
置建筑废土过程中，必须选择取得《处置证》

的企业及车辆。在7月1日前，预计还有十
余家运输企业能够达到要求取得《处置证》，
届时厦门市岛内将全面使用智能型建筑废
土运输车辆，从而告别以往老式渣土车滴、
撒、漏、扬尘容易造成污染，超速、超载容易
造成交通事故的局面。

我市颁发第一本建筑废土处置证
意味着有了第一家合法允许进入工地从事渣土运输的企业

行李箱无人认领？启动防爆应急处置！
市港务管理站昨进行防爆消防应急演练，提升港口安全生产水平

“遗失黑色行李箱的旅客，
请速到9号门认领。”昨日下午3
时30分许，国际邮轮中心候船楼
广播中突然响起了这条“寻物启
事”。数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
认领这个行李箱。“行李箱无人认
领，启动防爆应急处置！”工作人
员的对讲机中，传来这样的指令。

疏散游客、拉起隔离栏、
防爆处置桶迅速到位……相关
流程开展得有条不紊。看着训
练有素的参演人员，一些游客
信以为真，纷纷主动配合进行
疏散；不到2分钟，候船大厅的
5-10号门这段近百米的区域，
迅速完成了清场工作。

在码头安保人员和公安
民警、特警、武警的协作下，这

个“可疑”的黑色行李箱被安全
处置。厦门市港务管理站港口
管理科科长陈文堂说，从防爆
应急现场处置流程来看，相关
预案准备完善、操作流畅、步骤
合理，可以反映出参演单位轮
渡公司、和平公司已具备一定
的应急处置能力。

在随后的消防演练中，参
演单位在候船楼内进行水枪灭
火、灭火器灭火等演练科目，均
达到预期效果。“国际邮轮中心
是我市重要的客流集散地，相
关应急预案是否完善、执行是
否顺畅，关系到游客生命财产
安全。因此，我们将持续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强化企业安全
生产意识。”陈文堂说。

昨日，在国际邮轮中心候
船楼7号门附近，“全面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大标
语十分醒目。在这些标语下，
厦门市港务管理站工作人员
与游客现场互动，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现场咨询解答、发放
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安全知
识教育普及工作。

“A类火灾是指什么燃烧
引起的火灾？”“什么是危险
源？”这些互动问答，不少码头
工作人员都能对答如流。厦
门市港务管理站介绍，在日常
管理的基础上，他们还通过微
信群等方式，不间断普及相关

知识，使全港码头安全生产工
作得到有效提升。

在昨日的活动现场，厦门
市港务管理站还同时开展“文
明旅游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
行”宣传活动。一些问题诸如

“茶包属于哪种垃圾？”难住了
不少游客。正确回答出问题
的游客，还获得了便携垃圾袋
等小礼物。

陈文堂介绍，国际邮轮中
心是国内首个客运海港“国际
卫生港口”，厦门市港务管理
站希望通过类似的文明创建
活动，带动更多游客参与维护
厦门港的文明卫生环境。

文/图 本报记者 徐景明

两百精英聚厦
热议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随着云技术以及
人工智能的不断深化，企业的 IT部门正逐渐
由成本中心演变为生产中心和创新中心。日
前，“美云智数产品与解决方案巡展会·厦门
站”在我市举行，这是继深圳、上海站后，美云
智数全国巡展的第三站。200多位业界精英
齐聚一堂，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美的等多位
行业客户现场分享实践案例，库卡专家也带来
了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信息化让企业高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协同应用、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成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很多企业正在通过智
能制造、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创新技
术，打通员工端、制造端、产品端、营销端和消
费者端，提炼符合企业不同场景的最佳解决方
案，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巡展会上，针对美云智数提供的产品与
解决方案，与会企业代表就数字化转型进行深
入探讨和经验交流。美的集团相关负责人分
享了美的移动化建设的实践与规划。

防爆演练 预案完善操作流畅

昨日昨日，，市港务管理市港务管理
站在国际邮轮中心举办站在国际邮轮中心举办
防爆防爆、、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应急演练，，并并
现场向市民游客宣传安现场向市民游客宣传安
全生产知识全生产知识。。

承诺三年内保修
上门服务时却要收费

本报讯（通讯员 吕朝明 林琳菁 记者 陈
泥）买冰箱时商家送了张3年的保修卡，兑现
时却成了一纸空文。近日，刘先生为此拨打
12315热线，要求商家履行承诺。

刘先生2015年8月在集美某大型购物广
场购买了1台售价700元的“凯力”多门冰箱，
当时商家承诺压缩机保修三年。今年4月，冰
箱突然无法使用，刘先生拨打商家售后电话，
要求上门维修。谁知维修人员上门检查后，表
示压缩机出现故障，提出维修需要收取费用。
冰箱明明还在保修期内，为何还要收费？刘先
生觉得不能理解。沟通无果后，他拨打12315
热线投诉。在集美市场监督管理所调解下，商
家最终为刘先生免费修好了冰箱。

游客参与 普及安全知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