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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中开展联合灭蚊行动
200 余人在翠微与十四村交界处整治卫生环境

工作人
员积极清理
卫生死角，
清除积水，
消灭蚊虫孳
生场所。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记者刘联)为贯
彻落实省以防蚊灭蚊为重点
的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
9 月 11 日上午，珠海市爱卫
办和中山市爱卫办联合在珠
海前山翠微与中山坦洲十四
村交界处，开展环境卫生专
项整治暨联合灭蚊行动。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中
山市卫生健康局及香洲区、
坦洲镇、两市疾控中心等单
位相关领导及社区志愿者约
200 余人参加了现场活动。
活动启动仪式上，
珠海、
中山两地卫生健康局领导分

别讲话。启动仪式后，干部
群众在珠中交界处开展了以
环境卫生整治、清理卫生死
角、病媒孳生地清理为内容
的现场爱国卫生活动。
活动现场，珠中两市疾
控中心、市城市害虫防治行
业协会等单位通过设置展
板、发放宣传折页、派发药
物和现场咨询等形式，重点
向群众宣传防蚊灭蚊、自我
保健、慢病防治、登革热及
寨卡病毒等方面的防控知
识，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增强
卫生文明意识，养成良好的

健康、文明生活习惯。同时，
两市疾控中心和市城市害虫
防治行业协会还进行了消杀
器械、设备、车辆展示活动。
记者从珠海市疾控中心
获悉，近期我省多个地市出
现本地登革热疫情，尤其汕
头、广州流行形势严峻，周边
江门、中山、佛山疫情病例报
告上升较快。临近中秋和国
庆，
各地探亲访友往来频繁，
市 疾 控 中 心 负 责 人 呼吁公
众，
双节期间外出和居家做好
防蚊措施，清滋生积水，防叮
咬感染，
预防登革热。

拱北、南宁海关联合破获走私 300 余件濒危动物及制品进境案

境外组织货源 层层中转牟利
本 报 讯（记 者 许 晖）拱
北海关 11 日对外发布，该关
近期与南宁海关开展联合
查缉行动，破获一起以非设
关地偷运等方式走私象牙、
虎、熊制品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进境案，一举打掉 7 个
走私团伙，抓获涉案人员 40
名，对其中包括越南籍 10 人
在内的22人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缴获象牙、整张虎皮、犀
牛角、狮子骨、熊爪、白臀叶
猴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 300
余件，
案值8000余万元。
2019 年初，拱北海关对
一起在侦的走私象牙案深
挖扩线，发现重要线索。由
于案情重大，2019 年 4 月，
拱北海关成立工作专班，与
南宁海关共同开展缜密侦
查。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关
根据情报线索，发现一个以
越南籍为主的走私通关团
伙经常活跃在广西境内中
越边境一带。该走私团伙
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经
常变更走私投运地点，给缉
私民警的侦办带来极大的
困难。为进一步摸清走私
团伙的犯罪轨迹，拱北海关
缉私民警在广西南宁、东兴
等地经过近一个月的走访摸

03 珠海城事
湾仔边检加大辖区海域出入境环境巡查力度

确保市民度过安宁团圆佳节
全。”渔工黄师傅说。湾仔边检
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边检民
警对船上人员身份进行逐一核
查，并且对船体内部进行详细检
查，以确保安全。湾仔边检站提
本报讯（记者许晖）中秋节临 醒广大出入境船舶和船上工作
近，为保证辖区海港水域出入境 的群众，从西域、洪湾港码头及
环境安全稳定，
提高海上见警率， 洪湾中心渔港码头水域往来香
有力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
湾 港澳门，请自觉接受出入境边防
仔边检站进行出海巡查，重点针 检查，携带好相关出入境证件，
对辖区马骝洲水域出入境船舶及 注意海上航行安全。未经许可，
洪湾中心渔港内渔船，核查船上 船舶在接受出入境检查及海上
人员身份并对船舶船体和海上航 航行期间，不得随意变更船员或
行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船舶主 搭载其他人员，如遇可疑人员要
及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 主动向有关安全部门举报。
据悉，
中秋节假日期间，
湾仔
群众知法守法，积极配合执法检
边检将持续加大对辖区海域出入
查，
形成海上出入境安全合力。
“边检警察经常来给我们讲 境环境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
法，看到他们出海巡查，多些巡 出入境等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
逻抽检，我们心里也感觉很安 众过一个安宁团圆的中秋佳节。

中秋情意浓 军民鱼水情
市关爱协会与部队官兵开展中秋联谊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在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
为了深化军地
融合发展，大力弘扬拥军爱民的
优良传统，不断增进军民鱼水情
谊，近日，由市社科联社会组织
党委、市关爱协会党支部共同牵
头，联合左右创意园党支部、市
工程爆破行业协会党支部、交行
粤海路党支部、华润银行第十党
支部前往淇澳岛驻军某部，与官
兵共度中秋佳节。
当天，
六个单位的党支部共

组织了 50 余名党员共同前往军
营，
为官兵们送去了牛奶、水果、
清凉茶、防晒霜、水壶等慰问品，
慰问品总价值 1.8 万余元。淇
澳岛驻军某部教导员汪兆君代
表部队接受了捐赠。随后，
党员
们参观了部队文化馆，
观看了宣
传片，
了解了该部队的文化内核
及其发展历史、日常训练、战斗
情况及获得的荣誉等等。此外，
官兵们还为来访嘉宾进行了精
彩的军事表演。

高新区慰问化州高坡村贫困户
爱心企业助力献爱心

缴获白臀叶猴制品。
排，
跟踪蹲守，
在南宁海关和
地方公安等部门的大力配合
下，
逐步掌握了该走私团伙的
犯罪事实。
经过 3 个月的缜密侦控
及分析研判，2019 年 8 月 13
日凌晨，抓捕时机成熟，
拱北
海关联合南宁海关，
在上海、
哈尔滨、杭州、青岛等兄弟海
关和地方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出动警力 200 余名，分成 37
个行动组，
在北京、
广西、
广东
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在广西南宁市、
东兴市摧毁了
该走私通关团伙，
抓获涉案人
员 15 名，现场缴获象牙、狮

高新区
及爱心企
业为贫困
户赠送月
饼和慰问
金。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骨、犀牛角、穿山甲、
熊爪、
白
臀叶猴等濒危动物制品 132
件；
在其他省市抓获涉案人员
25 名，
现场缴获象牙、整张虎
皮、
犀牛角、
麝香等176件。
经 查 ，自 2016 年起，该
走私团伙根据中国国内
“代理
人”
的网络揽货订单，在越南
组织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货源，
经广西东兴偷运走私象牙、
虎、熊制品等进境后层层中
转，
再通过国内固定快递点邮
寄给遍及全国各地的终端客
户销售牟利。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本报讯 金秋送爽，丹桂飘
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
来，为使贫困群众度过一个温馨
祥和的中秋佳节，9 月 11 日上
午，珠海高新区在结对帮扶贫困
村化州市那务镇高坡村开展
“中
秋节慰问”活动，为 45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 129 人送去了慰问金，
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问候。
此外，
珠海市爱心企业德亨广告
有限公司为贫困户赠送一批月
饼，表达社会人士对扶贫工作的
支持。
在“中秋节慰问”活动座谈
会上，
驻村第一书记转达了珠海

高新区党委及爱心企业对贫困群
众的节日问候和关心，
希望他们
保持乐观向上心态，
努力发展生
产，
争取早日脱贫。贫困户纷纷
表示，
一定会利用好党的农村政
策，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
依靠自
己的双手，
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自 2016 年以来，珠海高新
区与高坡村结对帮 扶 后 ，在 完
成“ 两 不 愁 三 保 障 ”目 标 任 务
的同时，每年在重要节日以各
种形式走访慰问贫困群众，珠
海市十余家爱心企业在贫困户
就业、物资捐赠等方面给予了
大力支持。
(广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