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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
法治南平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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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法中期督导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延召开。会议
总结回顾我市 20
17年以来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
况，对我市“七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工作及今后一
个时期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市法制宣传领导小组组长张培栋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把握新态势，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宣传学习宪法，
做好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落实新要求，紧抓“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切实做好
“七五”普法中期督导迎
检工作，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织策划好专
项法治宣传；要融入新时代，全面探索有效普法教育
载体，打造新型阵地，强化精准普法，构建全市“大普
法”格局；要立足新起点，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普
法责任，落实工作保障，努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建
设法治南平的新篇章。

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防御台风“玛莉亚”

排除积水防范城市内涝
本报讯

1
1日中午，延城江滨路路段，市
政人员冒雨打开窨井口，
排除路面积水，并在
窨井旁安排专人看守，守护过往行人安全。
当日，台风“玛莉亚”过境南平，
我市市政部门
坚守一线，
多措并举做好城市防汛排涝工作。
“在台风来临前，市政处的工作人员就对
市区所有低洼地带的窨井进行疏通、清掏，避
免由于暴雨冲刷夹带的垃圾杂物堵塞管道。
”
市公用事业局市政处副主任白晋闽告诉记

提高隐患地段巡查密度

者。11日，受强降雨影响，市区部分路段出
现积水，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市政人员逐一
打开积水路段的窨井口，及时将积水排除。
另外，南平城区三个排涝站都有工作人
员 24小时值班，根据降水情况做好预防和调
度；市政处负责的虎头岭、人行三角岛、德辉
岗亭等五处工地，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不间断
巡视检查；抢险应急物资和救援队伍在 9日
前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张莎）

本报讯

为落实防台风措施，1
0
日，南平高速交警支队启动恶劣气候
应对预案，
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据介绍，
支队全体民警、辅警在岗
在位，保证 24小时轮班，及时处置各
类警情。各大队对辖区内路标、路牌
及道路交通设施进行全面排查，不漏
一处，不留死角，做到安全隐患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尤其是对容易出

（陈冰倩 陈泽宇）

本报讯

6日，光泽县市场监管局在省食品安全监
管与共治系统许可模块打印出三份新的茶叶食品生产
许可证（SC证），其中福建华韵武夷茶业有限公司在换
证的同时新增乌龙茶（其它）、白茶许可品种。这是该
县在去年底市级茶叶及其制品、粮食加工品生产许可
证审批权限下放县级后，
发出的第一批食品生产许可证。
为了对接上述审批权限的下放，确保工作顺利开
展，光泽县市场监管局认真组织有关股室和人员学习
许可业务，熟悉审批系统的操作。同时积极向该县茶
业以及粮食加工企业传达利好信息，强化申请材料准
备以及厂房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方面指导，大
力推进许可便利化。

（叶天恩 元清华）

从“心”出发
关爱留守儿童

11日，浦城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富岭镇圆盘村重新立杆架线。当天15时50分，圆盘村
一棵25米高大树受台风影响，连根拔起压到10千伏双坑线上，扯断电杆。浦城县供电公司立即组织
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抢修工作，当晚7时恢复该线路供电。
（李义友 袁野 叶凌云 摄）

本报讯 农村留守儿童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于在成长关键期的儿童来说，缺乏父母的陪伴容易
导致一些心理问题的发生。日前，南平市救助管理站
的工作人员邀请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来到位于夏道的
安济小学，为假期的留守儿童带来一堂生动的心理辅
导课。
通过互动游戏、心理拓展、集体作画等内容，心理
咨询师脱离刻板的说教，将心理知识传授融入游戏
中。通过本次活动，心里咨询师进一步了解农村留守
儿童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以便陆续开展后期的志愿服
务。

（许斌）

有奖征集
食品安全宣传标语

此时，
面对倒伏的树木，
几
位巡查的市、乡领导和闻讯而
来的村干部立即投入到这场道
路疏通中，过往车辆司机毫不
犹豫，也纷纷下车施以援手。
11日，从凌晨开始，福建全省进入防 大家先行清理细小可以搬得动的树枝，
很
抗“玛莉亚”的高度戒备状态。
快就清理出一条摩托车可通行的道路。
一早，
武夷山市的市、
乡、
村干部就到所
八分钟后，
洋庄乡公路站人员吴建平
有乡镇村、
水库河流、
道路边坡、
地灾点巡查。 带着一早拿到市区做了全面
“体检”
的油锯
9时 30分左右，挂点洋庄乡的武夷山 赶到现场，
在将现场情况向上级汇报后，
他
市领导和乡领导在巡查到 3
03省道洋庄培 立即用油锯将阻挡路面的树木切断。
垱段时，一株粗壮大树不敌风力，瞬间被
过了四五分钟，南平市公路局武夷山
刮倒横亘在道路上，
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分局 6名养护工人也赶到现场。一到现
乡领导立即与乡公路站联系，
第一时 场，他们二话不说，立即投入到清理道路
间将信息反馈到相关单位，启动预案；同 中，抬的抬、搬的搬、锯的锯，很快这株
“企
时立即开展道路疏通，引导车辆，提醒过 图”成为出省通道梗阻的大树便被众人合
往车辆注意安全。
力抬走。
☉

接力抢通

林文婧

雨中救援

昨日，记者从市食安办获悉，即日起，我
市启动食品安全宣传标语有奖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主题鲜明、创意新颖、语言精练、通俗易懂的宣
传标语，
市食安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组织评出
10条优秀作品，每条优秀作品给予一定的奖励，作品
作者有望成为食品安全宣传员。
据介绍，
任何单位或个人、社会团体等均可参加此
次活动。征集时间截止于 201
8年 7月 15日 2
4时，作品
寄送时间以电子邮箱收到日期为准（邮箱：mbr
bwx
@
16
3.
c
o
m）。征集活动分为征集投稿、专家评选和公布
结果三个阶段。评选结果将在闽北日报上公布。
活动详情见闽北日报微信公众号。

11日下午，暴雨冲刷着高速公路。
14时 1
1分，浦南高速公路南雅段发生一
起小型汽车侧翻事故，车辆严重受损。南
平高速综合执法支队延平中队接警后，
立
即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
“车上人员情况怎样？请不要着急，
我
们很快就到。
”
出警路上，
执法员黄胜一边询
问现场情况，
一边安慰司机。当听到车上人
员全部安全后，他那原本紧绷的神经顿时
松了许多。
14时 35分，黄胜赶到事故现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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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国兵 汤文娟 林奥

“姨，我背你走！”

11日 10时，
顺昌土垅村最后
一户危险地带人
家转移完毕，挂
点领导和村干部心里才踏实下来。
土垅村是个高山村，
多座房屋沿山而
建。村民马汝勇夫妇俩的家在饶家山自
然村，他们的房子一米外就是一个高边
坡，坡上有条二十多厘米的裂缝，被雨水
冲刷，有发生大面积土方崩塌的危险。此
前，土垅其他地质灾害点的村民已转移完
毕，就差马汝勇一家了。
昨日上午，天空乌云密布，大雨随时
可能来临，
村干部和挂点领导再次上门劝
说马汝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比

张勇

号复式票喜中500万元特等奖、500万元幸运奖及一至六等等奖若
干，总奖金达1016万元。
2014年2月20日开奖的体彩36选7第14018期福清21903站利
用一张2倍投8个号复式票喜中2注500万特等奖和14注839元二
等奖，总计奖金达10011746元。
2014年8月21日开奖的体彩36选7第14096期宁德霞浦40421
站彩民利用一张10个号复式票喜中500万幸运奖、500万特等奖及
若干小奖，总奖金达10105658元。
元单式票（其中有2注号码一样），中得2注500万元，总计1000万元。
2015年厦门97187/95187站一亲们在6月6日第16065期、6月11日第16067期
2007年9月22日，体彩36选7第07110期，莆田60342站彩民利用两张10元单 各中1注500万元特等奖，总计奖金1000万元。中奖彩票均为1胆16拖的复式票。
式票（其中有2注号码一样），中得2注500万元，总计1000万元。
2015年 12月 8日开奖的体彩 36选 7第 15144期三明永安 80528站独中 4注
2008年8月19日，位于福州市平潭县城关916路中段东浦26#22605体彩站一彩 4211844元特等奖，总计奖金16847376元。中奖的是一张2元4倍投单式票。
民，在第08097期开奖中，独中10注500万元特等奖，合计奖金5000万元。
2016年厦门97187/95187站一亲们在1月2日第16001期、2月2日第16014期及
2009年9月26日，体彩36选7第09113期井喷10注500万元特等奖，合计奖金 6月16日第16069期各中1注500万元特等奖，总计奖金1500万元。中奖彩票均为1
5000万元，由龙岩市中山路的70163体彩站一彩民独揽。
胆16拖的复式票。
2009年11月26日开奖的体彩36选7第09139期泉州南安10292体彩站的彩民
2016年10月11日第16119期南平光泽50704站独中2注500万元特等奖，总计
利用一张8个号复式投注喜中500万元特等奖、500万元幸运奖及7注3万余元超值 奖金1000万元。中奖的是两张号码一样的8个号复式票。
一等奖，总奖金达1022万元。
2017年11月11日第17132期南平光泽50710站独中2注500万元特等奖，总计
2010年3月11日开奖的体彩36选7第10027期，福州20238站一彩民利用一张10 奖金1000万元，中奖的是一张2倍投4元单式票。
个号复式票，拿下500万幸运奖、500万特等奖及一大串小奖，收获奖金达1023万。
2018年7月7日第18078期泉州晋江10402站独中3注500万元特等奖以及一堆
2013年3月7日开奖的体彩36选7第13026期泉州11323站彩民利用一张12个 小奖，总计奖金15235200元。中奖的是3张号码一样的14个号复式票。

体彩 36选 7二、四、日开奖；超级大乐透一、三、六开奖；31选 7天天开奖；22选 5、排列 3、排列 5天天开奖；七星彩天天开奖

库区重镇。1
1日上午，区长赵明
正到樟湖检查防台防汛工作，认
真查看了武步村塌方修复点，了
解村里有无高陡边坡、地质灾害
点和灾害隐患。
11日 14时许，短时强降雨使
来舟镇东山村小汕自然村的一处
涵洞被淤泥堆积堵塞。
“这个涵洞
位于延顺高速下方，是群众平日
通行的要道。”
镇长温阿丽告诉记
者，当时瞬时雨量较大，
洞内积水
超出了涵洞排水能力，造成涵洞
受堵，封住了去路。突发情况发
生后，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党员
干部到现场立起警示牌，待雨量
减小后，大家立即对涵洞内的淤
泥砂石等进行清除。
当日，塔前镇赤坑村、太平镇
曾厝村、巨口乡横坑村等地不少
农作物大棚损毁。接报后，镇村
干部和党员及时安抚受灾群众，
登记灾情，
组织救灾。
☉

“姨，你是看着我长大的，而且，我还
是一名有 21年党龄的党员，你还不相信
我吗？”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黄金根亮
出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打感情牌，
“我们让
你转移到安置点去，都是为了安全考虑。
等台风一过，你就可以回家了。”
看着黄金根真诚的神情，听着朴实又
熟悉的话语，杨金财老人终于点了头。此
时，天空已下起了小雨。考虑到老人年事
已高，腿脚不便，黄金根在张恕洪和孙新
华的帮助下，将老人背到背上，向安置点
赶去。
☉

卢国华 赖毅力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见车子大梁断裂，车头破
碎，前轮歪斜，
司乘人员仍
坐在车内瑟瑟发抖。黄胜
赶上前去，给车内人员递
上雨伞，
让他们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区
域，接着开始进行安全布控。随后，
黄胜俯
下身子，用力将卡在车轮下的保险杆拔
出。虽然穿着雨衣，
但在狂风暴雨中，
黄胜
的制服很快就湿透了。
驾驶员看着过意不去，想要给黄胜打
伞，黄胜连忙摆摆手：
“快站回去，这个天
气淋点雨水没事的。”
他说，越是恶劣天气
越要快速处置，否则容易发生二次事故。
15时 10分，事故车被拖离现场。黄
胜坐回车内，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体彩36 选7 又一个1500 万巨奖新鲜出炉
晋江10402站独中3注，总计1500万
据统计，自上市以来，作为一个省级的大盘玩法36选7，在频频为彩民奉献500
万元巨奖的同时，也接连把千万、1500万元、3000万元甚至5000万元巨奖撒向八闽
大地，缔造了福建彩市一个又一个神奇中奖场面。且看：
2004年9月7日晚，体彩36选7第04105期井喷10注500万元巨奖，这10注500
万元巨奖分落四个地市，厦门彩民表现最为神奇，独中7注500万元巨奖，其中有三
位彩民各捧得2注500万元巨奖；另三注分别由福州、漳州和莆田彩民“瓜分”。
2005年 3月 17日晚开奖的体彩 36选 7第 05030期劲爆 4注特等奖，其中福州
20813体彩站独中3注500万特等奖，合计奖金1500万元，被一彩民利用3张号码一
样的8个号复式票中取。
2007年 1月 25日，体彩 36选 7第 07011期井喷 6注 500万元巨奖，合计总奖金
3000万元，全部落入位于泉州温陵路长城宾馆店面23号10188体彩站，中奖的是6
张号码一样的9个号复式票。
2007年8月25日，体彩36选7第07098期，泉州晋江10494站彩民利用一张10

（卢国华 李嘉）

“7家小型水电站停止运营，
已安排专人不间断巡查河道；各
村挂点干部、包村工作队于 10日
全部下村落实防御工作；集镇商
铺 遮 阳 伞 、雨 披 篷 布 全 部 拆 除
……”11日，延平区洋后镇党委
书记杨英恩向前来了解防御台风
工作的延平区委书记何明星汇
报。
据了解，洋后镇辖区内有 64
个高陡边坡，18个地质灾害点。
11日，受大风、降雨影响，该镇坑
门村村道旁大树被刮倒，造成交
通堵塞。镇政府接到驻村干部报
告险情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坑门村挂村干部、包村工作队成
员与村干部组成应急抢险队，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清障。
由于倒塌的部分树木比较粗大，
抢险队冒着瓢泼大雨，用电锯把
树枝切断，然后将其搬离。半个
小时后，
道路恢复畅通。
延平区樟湖镇是水口水电站

“金根，
姨这次就听你的，
跟
你走。
“
”好的，
姨，
我背你走！
”
11日 17时许，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沟通，邵武市桂林乡横
坑村 82岁的杨金财老人终于同意转移到
村里的临时安置点。村主任、村党员临时
应急服务队队长黄金根将老人背上，向一
公里外的临时安置点赶去。
时间回到 1
6时 2
0分，横坑村在家党
员组成的临时应急服务队在巡查地质灾
害点，并及时转移群众。来到杨金财家劝
说其转移时，老人坚决不同意。
面对老人的固执，
黄金根和服务队队
员张恕洪、孙新华从台风过境的危险、村
里的防御措施、安置点的舒适等方面做老
人的思想工作，无奈老人就是不肯。

体彩11选5好玩又好中，乐透排列任君选，乐选三、四、五奖更高，还能容错
36选7千万巨奖追踪

现积水、地质灾害、塌方路段的隐患地
段，提高巡查密度，确保安全。加强与
气象、水文等部门联系，及时通过微
信、路面 LED情报板等平台告知辖区
高速路况信息，向客运驾驶员发送安
全提示。同时，南平高速交警还以辖
区六个省际口为重点，强化对七座以
上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小面包车、危
化品车辆的安全检查。

一线见担当

光泽核发
三份茶叶“SC”证

（本报记者）

责任校对：
郑国艺

闻“风”而动 倾力应战

本报讯 10日上午，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暨“七

本报讯

电 话 ：88
2
07
07

（金嵌）

中国体育彩票“31选7”开奖公告

第18185期 2018年7月11日开奖
正选号：01051015252728

特别号：04
销售总额：1264888元
一等奖无人中。

中国体育彩票“31选7”附加开奖公告
第18185期

2018年7月11日开奖

正选号： 01051015252728
特别号：04
销售总额：430850元
任选一27注中，每注奖金31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第18080期

2018年 7月11日开奖

35选5中奖号码：0716242631
12选2中奖号码：1011
销售总额：200930992元
一等奖6注中，每注奖金7560939元。

什么都重要，我们要对每一个村民的安全
负责。”
“有后果我自负，行不行？”滴雨未
下就被要求转移，
马汝勇不解，也不愿。
直接劝，说不动，挂点领导和村干部
撇开这个话题，与夫妇俩拉起了家常。聊
得多了，距离也近了。终于，他们理解了
干部们的一片苦心，答应转移，坐上等候
已久的车子来到了 4公里外的村部安置
点。
当天，土垅村住在危险地带的 9户 4
0
人全部安全转移。
☉

吴启荣

中国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8185期

2018年7月11日开奖

摇奖结果： 0511131518
销售总额：88778元
特等奖1注中，每注奖金17165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8185期

2018年7月11日开奖

摇奖结果： 6 9 6
我省销量：234570元
排列 3直选我省中奖注数为 133注，
排列3组选3我省155注中。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8185期

2018年7月11日开奖

摇奖结果：6 9 6 8 8
销售总额：9746158元
排列5直选16注中，每注奖金100000
元。
注：
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