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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今年 5月 2日，我们现场
扣押了该企业的两台作业机
械。”内厝执法中队负责人赖绍
云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逐
步拆除在矿区内的所有违建。
据了解，为了保护辖区内
小光山的自然生态环境，翔安
区委、
区政府重拳出击。翔安区
执法局牵头，内厝执法中队积
极参与，会同区农林水利局、环
保分局和国土等多部门工作人
员日夜驻守鸿山村村部，加强
巡查，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
止，执法人员共拆除了内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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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TUV 加强山体保护，全
面停止小光山商业性采伐，重
点保护山体生态环境。连日来，
翔安区内厝镇执法中队加强巡
查，重点打击辖区内小光山周
边无证非法开采行为，并依法
拆除矿区违建，
成效显著。
“突突突！”6月 15日上
午，内厝镇鸿山村的一处非法
采矿企业的管理房和宿舍轰然
倒下，拆除面积 2010平方米。
执法人员介绍，该企业去年 8
月 1日开采证到期，虽然有相
关经营许可证，但仍属非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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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光山附近 10处矿区内的违
法建筑，摸排出 35处存在安全
隐患的建筑。
“这里原本有 6家
采矿企业，其中有两家开采证
已到期。”内厝执法中队第二负
责人张进民特别提到，为了能
够更好地治理并恢复小光山植
被，剩下 4家拥有开采证的企
业也主动停工配合。
据悉，下一步内厝执法中
队还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不
留死角，
“铁腕”整治非法采矿
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守住绿
水青山，让老百姓共享生态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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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Z[V大雨中的白城，在距
离沙滩几百米远的海上，一个显
眼的“跟屁虫”浮标救生器浮浮
沉沉。“不会是有人溺水了吧？”
一名外地来厦游客发现了异常，
赶紧报警求助。
在接到求助后，
110、
120、消
防官兵及白城救生站的救生员们

闻讯赶到。在与报警游客确认情
况后，正在附近巡逻的白城救生
站救生员钟杰、
舒勇涛、施鄂耿立
即开来救生艇，一名做好安全防
护的消防战士也坐上救生艇。
载有 4人的救生艇立即冒雨
出海。“那个‘跟屁虫’距离岸边
有 300多米。”思明海浪救生队
队长项春炎告诉记者，救援人员

发现，绑着“跟屁虫”的是 一名
50岁上下的男子，
他正在游泳。
面对突然赶来的救生艇，这
名男子有些莫名其妙，他婉拒了
救援人员接他上救生艇的请求。
男子称，
他是本地游泳爱好者。
万幸，
这一切只是一个乌龙。
救援人员叮嘱男子注意安全后返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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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解救出来。“这个过程要非
常小心，
怕蛇被瓶口割伤了。”
被救出的草花蛇甩了甩尾巴，
飞快地消失在草丛里。
林业人员提醒，近来阴雨
连连，气温不高，蛇类出没较
少。一旦气温回升，蛇类活动
会更加频繁，市民外出遇到蛇
不要惊慌，也不要自行捕捉，
应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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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一瓶王老吉，一时馋了
嘴，草花蛇扭扭身子钻进瓶中
大饱口福，但想要钻出去时可
犯了难，尾巴卡在了瓶口处。
昨日 10点，在浦园路清扫路
面的环卫工人看到这有趣的
一幕后，赶紧向林业人员求
助。
赶到 的林 业人 员 把饮 料
瓶和草花蛇一起带到了偏远
地带，随后用手慢慢地将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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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_`V一边是被困人
员呼喊求救，一边是火势不断
蔓延，
6月 17日 1点 13分许，
位于湖里区兴隆路 519号的居
民楼某户发生火灾。消防官兵
进入火场，
救出 5名被困人员。
凌晨时分，
4楼阳台上有
人正在求救，
火势猛烈，
已逼近
阳台。先期到场的马垅消防中
队官兵采用水枪，从一楼出水
掩护被困人员，
确保其安全。
官兵们了解到，被困的 5
名人员包括两名小孩、一对夫

妻和一名老人。小区通道狭窄，
消防车辆无法进入，云梯车无
法展开施救。中队指挥员迅速
调整策略，通过破拆强攻屋门
进入火场救人。
此时，增援的华荣中队也
已到场，马垅消防中队官兵进
行破拆，华荣中队立即铺设另
一条干线并架设两把水枪，内
外配合得当，
5名被困人员被
顺利救出，
均平安无事。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
消防官兵将火扑灭。目前火灾
原因正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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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落 实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
“8020计划”即 80岁的老人至少应有 20
颗健康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
的牙）、推动厦门缺牙患者口腔健康关怀
行动，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技术水平，帮
助、
帮扶缺牙市民及有口腔问题的家庭。厦
门登特口腔医院“8020计划”主题为“落
齿重生，给父母最好的爱”缺失牙公益讲
座将于 本周六 （6月 23日） 启动，拨打
0592-5139999可以免费报名参加。
据了解，为了让市民更直观了解种植
牙是否坚固耐用，
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增进

厦门市民对种植牙的了解，公益讲座将围
绕口腔健康知识、
种植案例分享，以及经济
条件有限的无牙颌老年人如何少花钱恢复
半口牙，针对高龄、半口、全口牙缺失伴随
牙周病等疑难病例，
如何采用 3D精准数字
化种植牙技术包括微创、不翻瓣 punch外
科技术，以及当天有牙的 pi
ckup修复技
术实现种少颗恢复多颗牙，
做专业讲解，一
对一为口腔有问题的市民提供健康咨询。
目前“8020计划”缺失牙公益讲座活
动免费申请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市民可拨
打 0592-5139999报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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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2-5139999
abhi>
6月 23日上午 8∶00
abjk>
厦门登特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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