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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梦
菲）如果有人明知道对方喝了酒，
却仍将自己的车辆交给对方开，
若出了交通事故，责任是否全在
酒后驾驶人，车主就没关系了
呢？近日，平潭法院就审理了这
么一起案件。

2021年 7月 4日凌晨 0时许，
平潭公安交警接到警情称,在康德
的公交站牌附近有两辆小型轿车
发生了碰撞。接到报警后民警立
即前往现场，经调查发现，其中一
辆事故车辆的驾驶员王某浑身酒
味，存在酒后驾驶车辆的嫌疑。

“我们提取王某的血液并进行
检验后发现，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
达179.69mg/100ml，涉嫌危险驾驶
罪。”平潭公安交警佘锦祥说。

此外，在民警对王某身份进行
进一步核查时发现，王某并未依法
取得驾驶许可，而王某所驾驶车辆
的车主则是同车人员薛某。

原来，当天夜里，薛某与王某
一起从KTV离开，薛某驾车带着

王某行驶至江仔口圆盘附近路段
时，王某提出与薛某换座，由她来
驾驶车辆，车主薛某在明知王某
喝了酒，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情况
下，仍将车辆交于王某驾驶。

“我们在询问薛某为何将车辆
交由王某驾驶时，薛某供述当时王
某在准备考取小车驾驶证，饮酒后
壮了胆，便想驾车来熟悉自己的技
术，但在事故路段时却与其他车辆
发生刮碰。”佘锦祥说。

2021年 10月，平潭人民检察
院依法指控薛某、王某二人涉嫌危
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33条之1款之规定及相关
规定，平潭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薛某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
罪，系共同犯罪，最终王某判处拘
役两个月二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千元，其同车人员薛某判处拘
役两个月十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千五百元。据了解，这也是平潭首
起对同车人追处以危险驾驶刑事
立案的案例。

家长心情“喜忧参半”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伊铭/
文 蔡起辉/摄）“你看这个包菜个
头大的，一只手都拿不住，现在是
来多少订单，我们就收割多少的
包菜。”现下，正是平潭部分秋播
蔬菜收获的时间，君山镇芦北村
的包菜种植田也迎来丰收。13日
上午，记者在芦北村的包菜种植
田里看到，绿油油的包菜长势喜
人，田间的工人正忙着收获新鲜
的包菜。

“大家要选个头大、包心硬实
的包菜，这样的才可以收割。”刘守
文是平潭润丰园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管理员，他正带领着工人
采收包菜。田间，工人们用刀具麻
利地收割包菜，等到身边的塑料筐

装满后，搬到田边计量称重，将筐
中一颗颗翠绿鲜嫩的包菜装袋打
包，搬运上车。

“我们的包菜叶片薄、口感好，
也比较甜。包菜一到成熟期，马上
就有人联系我们说要购买。今天
就有两家平潭的大型超市向我们
订购 1吨多的包菜，早上我们就组
织工人收割，送货到超市去。”刘守
文说。

看着田间大片成熟的包菜，刘
守成欣慰不已。据他介绍，公司的
包菜从去年 10月上旬开始种植，
面积 100多亩，分批次种植，收获
时间可以从现在持续到 2 月中
旬。由于近几个月的光照时间相
较往年同时期偏少，因此包菜的成

熟时间有所延长，好在质量和产量
不受影响，现场估算亩产量可达 1
万多斤。

临近春节，平潭蔬菜消费市
场渐渐活跃起来。“春节前后蔬菜
需求量大，我们生产的包菜除了
在平潭本地商超、果蔬商行销售，

更多的是销往福州、泉州等地的
农贸市场，预计今年包菜的产值
可达七八十万元。另外，公司去
年首次种植的水果萝卜也成熟
了，即将大批量采收上市。岁末
年初，我们真的是尝到丰收的甜
头。”刘守成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舒
玲/文 林君斌/摄）年关将近，11日
上午，实验区文联、实验区城乡交
建中心、平潭新家园环卫公司联
合开展“翰墨飘香 喜迎新春”送
春联活动，为长期坚守奋斗在一
线的环卫们送去春联和春节祝
福。

现场，8位来自实验区文联
书法家协会的成员为环卫工人写
春联和“福”字。环卫工人严代会
拿到春联和“福”字，非常开心，与
记者分享自己的计划。“一副春联
挂大门上，‘福’字就贴在卧室的
门上。”严代会说，将一如既往努
力工作，让市民在干净清洁的环
境中迎新年。

“通过举办这个活动，希望营
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丰富环
卫工人的精神文化，把新春祝福

送给每一位环卫工人，让‘福’进
万家。”平潭新家园环卫公司总经
理陈曦说。

据介绍，此次送春联活动是
实验区文联 2022 年“文艺进万
家”系列活动之一。“根据省文联
的‘四下基层’活动，我们组织艺术
家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进机关、进
乡村，开展系列‘写春联 送祝福’
的活动，目前已开展了 20多场。”
实验区文联组织联络处处长王孙
亭说。

下一步，实验区城乡交建中
心、实验区环发公司、平潭新家园
环卫公司等部门和单位还将共同
举办一系列环卫工人慰问活动，
通过发放春节慰问品和慰问金，
开展全体慰问和困难群众特别慰
问等方式，为环卫工人们送上新
春祝福。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彬彬）
近日，实验区关工委和区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携手爱心企业，开展

“春节慰问暖人心·浓浓关怀显真
情”春节送温暖活动，为贫困学生
送上节日的关怀和祝福。

据悉，2022年送温暖活动主要
在平潭澳前小学、城关小学、岚城中
心小学等6所学校开展，共计为157
名学生发放近8万元慰问金。

“希望能发挥桥梁作用，将爱
心企业的关怀传递到学生中。”实
验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副主

任施恭平说，一方面让困难学生感
受到社会的关心关爱，另一方面也
能够发挥社会集聚效应，让爱心在
社会各界传递，共同营造关心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我们想做一个有责任有担
当的企业，少年强才能中国强，希
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自立自强自
信。”爱心企业家代表游贞说。

为环卫工人送“福”

帮扶解困暖人心

芦北包菜甜进农户心里芦北包菜甜进农户心里
亩产量估算达亩产量估算达11万多斤万多斤，，今年产值预计七八十万元今年产值预计七八十万元

平潭一超市获省级殊荣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名
峰 通讯员 雷长久 陈睿 竟浩
展）1月 12日，平潭综合实验区海
上搜救中心接报，吉钓石牌水域
锚泊船“腾远 58”轮一名船员突
发疾病，需要紧急上岸就医，经过
海上搜救中心全力协调，突发疾
病船员被 120救护车及时送往医
院救治。目前，该船员体征较平
稳。

据介绍，接报后，平潭综合实
验区海上搜救中心立刻启动紧急
救助程序，紧抓疫情防控和人员
救助两个核心，认真落实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要求开展船员伤病救
助工作。

“我们首先联系船舶，了解
具体信息，要求‘腾远 58’轮做好
受伤人员急救和监护工作，并以

安全航速驶往就近的娘宫码头
靠泊，通知海巡艇做好接应和过
往船舶避让工作；接着核实船舶
航次信息和船上人员健康码，通
报区防疫办、片区管理局、码头
经营单位等为受伤人员下船开
通救助绿色通道；同时调派执法
人员，前往金井码头开展现场调
度指挥工作，另外由于娘宫码头
无法直接靠泊，紧急指派海巡
08201 艇靠泊该船过驳伤病人
员。”平潭海事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雷长久说。

据了解，平潭综合实验区海
上搜救中心 2021年接报险情 17
起，遇险人数 83人，获救人数 82
人，人命救助成功率 98.8%，遇险
船舶 9艘，获救船舶 9艘，船舶救
助成功率100%。

紧急援救突发疾病船员

“以前收费高，现在收费低，担
心机构为了生存，缩减资源，师资
水平出现下降。”家长魏三妹说了
自己的担忧。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家长都表

示，自己之所以送孩子到培训班补
习，就是希望能及时查缺补漏，适
当拓展知识面，提高竞争力。如
今，政府对学科类课外培训机构课
时费进行限制，担心培训机构因为

利润减少，导致教学质量和师资力
量会出现“划水”，或将小班扩成大
班，这样的话，“吃亏”的还是学生
和家长。

“一个班有几十个学生，老师
没办法照顾到每个学生，对我们来
说，限价有好也有坏，如果机构能

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不受影响，那
的确是好事。”何玉珍说。

采访中，家长们也纷纷表示，
限价政策的出炉，对校外培训机构
过度逐利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
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督，让机构
真正执行“限价令”。

校外培训机构限价后

来看看“绿色商场”长啥样

借车给醉酒无证人员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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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好的包
菜要去除外叶，放进
塑料筐里

■融媒体记者 林小玉

1月1日，学科类
线下校外培训机构

“限价令”正式落地执
行。那么，对于“限
价”，家长又是什么看
法？昨日，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位市民，听
听他们怎么说。

相比以往动辄上百元的课时
费，限价后的校外培训价格更加

“亲民”了。因此，“限价令”一出，
最关注的就是学生家长。

“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呀！”
市民林女士一看到消息，就赶紧算
起了账。

据悉，林女士的女儿是一名中
学生，担心孩子课堂上无法充分吸
收知识，林女士在校外给孩子报了
数学培训班。

“我们报的培训班，课时费还
可以，每个课时近 70元，一周三个
课时，按照现在的指导价，三个课
时是 135元，一年下来，能省下近
4000元，家里 3个孩子都在补课，
一年能省下小一万元。”林女士说，
如果再算上英语、作文两门，就能
省下两万多元，对家庭来说，能轻
松不少。

市民吴秋燕也赞成“限价”。
她告诉记者，初中是关键期，现在

的教材早与自己当年读书时的不
同了，自己已经辅导不了孩子功
课，只能送去培训班，但开支却大
了很多。

“这类补习班大多数是小班
化，学生少，专注力会好一点，老
师可以有针对地辅导，知识点也
讲得更透，对孩子的学业是有帮
助的，限价后，如果师资力量没变
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吴秋
燕说。

一门课一年能省不少钱喜

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能否有保证忧

↑↑市民在商场里选购商品市民在商场里选购商品

丰
收
丰
收

喜
报
喜
报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何燕/
文 江信恒/摄）“全场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及一次性
塑料袋”，昨日，刚走进冠超市龙
里店，便可见到这样一处醒目的
标语。不仅如此，消费绿色食品、
节约用水用电、每日垃圾分类等
标识同样随处可见，各类“绿意”
扑面而来。

不久前，省商务厅公布了2021
年度福建省“绿色商场”创建单位
名单，福建冠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平潭龙里店榜上有名。

开展绿色商场创建行动，广泛
宣传简约适度的生活消费理念，积
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实
验区塑造消费生态绿色进化的重
要抓手，冠超市龙里店的绿色商场
创建正是一个例子。

“我们会定期给员工培训，让

他们进入超市以及在结账时，向顾
客宣传环保理念。”冠超市龙里店
店长薛晨辉表示，除了给员工培训

宣传环保理念外，还要求员工做到
节能减排，及时关水关电，做到节
约资源和能源。

另外，为进一步节约用电，超
市还把白炽灯全部换成了LED灯，
减少耗电。超市卖场设置时控开
关，分高峰期低峰期进行相应调
整。在垃圾分类方面，每日定时处
理超市海产品，营造舒适的购物环
境。

薛晨辉说，有效的宣传引导，
可以转变消费者消费观念，让他们
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能注重环
保、节约资源和能源，以实现可持
续消费。

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加强对“绿色
商场”创建单位的业务指导，主动
施策，引导和鼓励“绿色商场”进一
步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和设备设施，
完善供应链体系，开展绿色服务、
绿色回收和节能环保宣传，倡导绿
色消费理念，提升绿色消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