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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副重担

平安湛江
人人共创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
近日，湛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关员在对一
船乌克兰铁精粉的检疫查验中，发现其中
含有大量旧衣物等夹杂物，该关按规定对
该批夹杂物进行隔离保存并对表层货物
实施检疫处理。据介绍，这是近年来湛江
海关首次从进口矿产品中检出旧衣物。
该批乌克兰铁精粉 20 余万吨，由马

本报记者 李亚强 通讯员湛开公宣
市民郑女士，想买口罩，结果被骗 60
余万元。3 月 18 日，开发区公安分局泉庄
派出所在佛山南海公安的配合下破获一
宗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苏某。
2 月 1 日，家住经开区的郑女士想买
点口罩，便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大量求购
口罩的信息。
据嫌疑人苏某交代，他从朋友处了解
到郑女士想要购买口罩的信息后，无所事
事的他便想着在郑女士身上发一笔财。
于是，他便以某大领导儿子的身份添加了
郑女士的微信好友，并逐渐取得了郑女士
的信任。在与郑女士的聊天中，他了解到
郑女士最近因为家庭原因心情不太好，便

湛江海关严防检疫风险

我们的节日

首次在进口铁矿中检出夹杂旧衣物

赤坎区

耳他籍货轮“朱迪”于 3 月 19 日凌晨运抵
湛江港开始卸载。据调查，该批货物来自
乌克兰，由于铁精粉粒度极小容易撒漏，
在使用火车运往装货港时使用旧衣物对
卡车缝隙进行填补，且装船时未能及时挑
拣处理。
当日上午，关员在对货物进行检疫查
验时，发现黑色的矿粉中夹杂着一些灰色

的杂物，
由于铁矿粉的浸染，
该杂物不易辨
识，抵近观察并挑拣后发现为旧衣物。经
仔细检查，该批货物仅表面就有旧衣物等
夹杂物 80 余处，
重量 39 公斤。
据海关工作人员介绍，旧衣物中易存
在各类致病病原体，存在检疫风险。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湛江海关高度
重视，立即制定方案将表层夹杂物拣出进

行无害化处理，并要求港口对该批货物隔
离单独堆放。
在分拣完成后，该关还将进一步加强
对该批铁精粉的后续监管，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出具通知书，对货物进行喷洒消毒处
理，并要求收货人切实承担起企业主体责
任，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守护人民生
命健康安全。

经开区警方破获一宗诈骗案
一男子冒充“领导儿子”假卖口罩诈骗 60 余万元
心生一计另外注册了两个微信账号，一个
是某知名情感专家，一个是某市卫监局局
长的儿子。就这样，苏某一人饰演三个角
色，花言巧语诱骗郑女士。慢慢地，郑女
士不仅相信了苏某，还觉得他是自己可以
信赖的朋友。
没过多久，双方商量好了口罩的价钱
和数量，并约定在湛江交易。到了约定交
易的时间和地点，苏某突然打电话给郑女

士称自己在去湛江的路上出车祸，但是自
己因为疫情影响，生意没开张，身上暂时
没多少钱，向郑女士借钱。考虑到苏某是
某大领导的儿子，手下又有连锁餐饮，疫
情恢复后肯定会周转开，于是郑女士就打
了一笔钱给苏某。可一旦掉入骗子的套
路中，想脱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苏某
出车祸郑女士第一次转账到发觉被骗报
警，郑女士前前后后竟被苏某骗走了 60

余万元。
据办案民警董森林介绍，犯罪嫌疑人
苏某不是第一次被抓，早在 2015 年就因
为盗窃被判入狱服刑半年。出狱后他仍
不思悔改，想方设法诈骗钱财，2016 年又
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7 年
12 月才刑满出狱。目前，苏某因涉嫌诈
骗罪，已被经开区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无偿献血显担当

春意盎然

清

明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吴开
宋）为进一步加强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
和群众祭扫活动管理工作，3 月 23 日，赤
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向驻赤坎各级人
大代表发出《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
倡导人大代表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
做安全祭扫的推动者、文明祭扫的先行
者、节俭祭扫的示范者。
倡议书要求，该区人大代表要发挥
先锋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减少聚集，严格
遵守防火规定，做到安全祭扫；引导群众
摒除陋习，鼓励低碳无污染祭祀方式，做
到文明祭扫；引导群众树立厚养薄葬的
时代新风，反对铺张浪费和封建迷信，做
到节俭祭扫。

廉江市青平镇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陈日
浩 詹伟琳）3 月 25 日，廉江市青平镇成
立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责任分工，干部分片包干落实，
分别深入各村宣传疫情期间祭扫安全，
做好疫情防控，倡导文明祭拜。
记者在红莩、石圭坡等村看到，做
好防疫、严防山火、文明祭拜等宣传海
报张贴或横挂在村场各处，镇村干部进
村 串 户 做 好 宣 传 发 动 ，加 强 网 格 化 排
查，严防疫情输入，指导群众安全文明
祭拜。
该镇党委书记黄健表示，青平镇已
全面部署，确保疫情防控、森林防灭火等
宣传工作到位。

廉江市和寮镇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陆思
恩 吴日凤）3 月 25 日，廉江市和寮镇团
委联合该镇妇联和铅锌矿厂党支部开展
“防控疫情，文明祭扫”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志愿者通过设定点摊位、
拉横幅、发放宣传单、宣传册等方式进
行宣传。此次活动共派发宣传资料 500
份，通过宣传，让广大群众了解疫情当下
清明祭祀的注意事项，进一步增强群众
防疫防护意识。

3 月 25 日，霞山逸仙路老街，法国枇
杷树吐出了嫩绿新芽，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通讯员陈永锋 摄影报道

遂溪县洋青镇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何子
为）连日来，遂溪县洋青镇人大把疫情防
控和文明祭扫宣传有机结合，将辖区 112
名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分成 41 个小
组，分别赴所在选区进行宣传。
据悉，此次活动共派发宣传单 2800
多份，宣传受众 4500 多人次。

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坡头播放
禁毒公益宣传片
本报讯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林立
新）近日，坡头区禁毒办联合区文广旅体
局、区创文办，利用电视、微信公众号，以
及在辖区灯塔公园、各镇街文化站大型
电子屏幕、社区广告栏等平台播放《别让
“我以为”变为“我后悔”
》禁毒视频宣传
片和禁毒歌曲 MV《我们的心愿》。
坡头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市场监
管局利用《平安坡头》、
《坡头司法》、
《坡
头市场监管》移动传播平台特别制作了
宣传片微信版；坡头、南三、南调等镇街
组织禁毒社工及专职工作人员集中组织
观看禁毒视频宣传片，最大限度地开展
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禁毒宣传工作的影
响力。
截 至 目 前 ，巳 累 计 循 环 播 放 1000
次，受众人数多达 20 万余人次。

雷州开展防疫禁毒
线上宣传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陈君
俊）近日，雷州市积极开展“全民禁毒＋
疫情防控”线上宣传活动。
停课不停学，防疫不忘禁毒。为常
态化学生毒品预防教育，雷州市教育局
组织禁毒教育骨干教师，录制了线上禁
毒教育课，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收
看。此外，该市各乡镇禁毒机构也积极
开展线上
“禁毒＋防疫”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作为雷州市“全民禁毒＋
疫情防控”活动主阵地的“雷州禁毒”公
众号 3 万余人关注，雷州市在全市范围内
的户外大型广告屏滚动播放《别让“我以
为”变成“我后悔”
》等公益短视频，宣传
覆盖面约 100 万人次。

进行时
本 报 讯 （记 者 林 宇 云 通 讯 李 晓
彦 卢金桃）受疫情影响，我市血液采集

与供应失衡，春节后血液库存一直处于
紧缺状态。为响应国家号召，赤坎区卫
健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3 月 25 日下午，市公安局赤坎分局
共有 76 名民（辅）警、员工参加无偿献血
（如图，记者林石湛 摄）。献血现场，所
有献血者全程佩戴口罩有序填表、登

记、测温、消毒，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
血液检验、采血，献血量 18400 毫升。
参与献血的民警纷纷表示，在抗击
疫情的特殊时期，挽袖献血是一种责
任、一份担当。通过这种方式能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为更多生命“续航”助
力，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

遂溪推进摩托车电动车上牌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3 月份
以来，交警遂溪大队结合加强路面疫情
防控助力复工复产工作，加大依法整治
的宣传力度，集中开展摩托车交通违法
行为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摩托
车、电动车上牌登记工作，收到显著的
成效，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3 月份以来，遂溪交警大队积极通
过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发布
摩托车专项整治、宣传教育、登记上牌
等相关信息，各类推文、视频累计阅览
及播放 45 万余次。组织民警深入全县

各车行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带牌销
售培训工作；并就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中
整治摩托车交通秩序专项行动进行广
泛宣传，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在整治行动中，县、镇各级政府积
极作为，牵头组织各交警中队、辖区派
出所，不定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3 月份
以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摩托
车交通秩序专项行动 3 次，多警种联合
设卡清查、重点场所清查 6 次，查处摩托
车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3849 起，劝导

轻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5700 余起，查扣
问题摩托车、电动摩托车 900 余辆。
为加快推进摩托车、电动车上牌登
记工作，遂溪交警大队推出多项便民利
民措施，成立下乡服务小组，定期常态
化到辖区各镇轮流开展办理摩托车及
电动国入户、互联网办理车管业务等工
作。3 月份开展车驾管业务便民利民下
乡服务以来，累计办理摩托车电动车入
户 1300 余辆，其中 3 月 24 日当天全县
共办理摩托车电动车入户 180 多辆，创
下单日入户数量新纪录。

徐闻启动电动车防盗登记工作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郑
雅）为有效防范电动车被盗，确保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同时减少二轮电动车
（以下简称“电动车”
）交通违法行为，3
月 25 日，徐闻县正式启动电动车防盗登
记备案工作。
登记备案工作由徐闻县公安局牵
头，湛江任联科技公司具体实施。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湛江任联科技公司
分别在该县文化广场、东方一路东方城

路段、交警大队门前、县人民医院路段
等处开展电动车防盗登记备案工作。
据悉，该县电动车上牌之后，如果车辆
丢失，公安机关根据登记系统平台，会
尽快帮助群众找回丢失车辆。如果车
辆被盗报案后 60 天未找回，相关第三方
公司可以索赔。
当天，在该县文化广场、东方城对
面路段临时安装点，前来办理电动车防
盗登记备案和上牌的群众络绎不绝，正

有序排队等待办理。他们认为，电动车
上牌后有保障了，再也不用担心被盗
了。
“我今天是来办理电动车备案登记，
安装车牌。我觉得现在徐闻电动车可
以安装车牌，挺好的，而且有保障。就
算以后电动车被盗了也能追回，群众也
放心，为这个政策点赞。”市民林先生如
是说。
据了解，本次电动车集中备案时间
为 3 月 25 日至 6 月 24 日。

高效优质服务
企业致谢送锦旗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全华
冰 潘海其）3 月 23 日，湛江佳洋食品有
限公司代表来到遂溪县科工贸和信息化
局，将一面印有“依法行政、为商把关、高
效沟通、优质服务”的锦旗送到了该局负
责人手中，感谢该局高效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于 1
月 19 日履约向伊朗阿玛甘客户出口 19
个柜的罗非鱼片产品，预计这 19 个柜分
别在 2 月中下旬到达伊朗阿巴斯港。3
月 6 日，该公司收到客户通知，出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伊朗兽医局禁止所有中国
产 品 进 口 到 伊 朗 ，并 拒 绝 办 理 入 关 手
续。收到该公司的诉求后，遂溪县科工
贸和信息化局高度重视，组织外贸股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市商务局协调沟
通，主动深入企业做现场调查，市商务局
了解情况后迅速向省商务厅协调解决。
最后，在商务和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的
全力协作下，这 19 个柜于 3 月 16 日逆势
清关提货，成功解决佳洋公司出口困境。

罗州街道社工与志愿服务协会

成立党支部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3 月 18 日，廉
江市罗州街道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
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协会是由罗州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的 6 名社工和 2 名社会热心人士协力
筹备，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在廉江市民
政局登记备案成立，目前有会员 50 名，正
式党员 4 名，预备党员 2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