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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宪法教育大课堂冶走进清溪中学

让法治为青春保驾护航
本报讯 11 月 21 日上午袁
清溪司法分局在清溪中学举
办野宪法教育大课堂冶活动袁300
名高三学子收听了本次讲座遥
活动中袁清溪司法分局负
责人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袁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袁穿插时
下热点尧身边事尧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等真实案例袁向在校学
生详细讲解了什么是犯罪尧犯
罪与我们的联系尧青少年的不
良行为尧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
等关法律知识袁增强青少年自
我保护和自我约束能力袁引导
学生在尊法尧学法尧守法尧用法
的同时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袁勉
励学生要相信梦想的力量袁要
坚持自己的方向袁要明确内心

清溪交警开展交通违规行为劝导教育野五选一冶行动

彰显为民执法温度
姻
“宪法教育大课堂”
活动现场，
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庄严宣誓

的选择袁走好自己选择的路遥
其间袁清溪司法分局还向
清溪中学捐赠 450 本 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曳读本袁发放叶宪

法宣传册曳700 多份袁并带领全
体高三学子庄严宣誓遥 同学们
纷纷表示要认真履行 叶宪法曳
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袁不断学习

叶宪法曳 和法律袁 增强法治观
念袁以法促行袁走稳自己的成
长之路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深入推进消防宣传月安全培训活动
本报讯 连日来袁 清溪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各村渊社区冤
持续开展工厂企业尧出租屋尧
商场等场所消防安全培训活
动遥
活动 中袁宣讲员采取野案
例观看+课件展示冶 等方式袁
详细讲解了近年来突出的火

灾案例袁 并对火灾有关的刑
法尧消防法规尧消防安全重点
部位如何预防起火及起火后
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了详细讲
解袁 深入浅出地讲授了火灾
逃生技巧尧 正确的报火警方
式及使用灭火器和消火栓方
法遥

其间袁 宣讲员通过播放消
防安全教育示范片袁 让大家
真正掌握社会单位 野四个能
力冶尧消 防安 全 责任 人尧 管 理
人及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职
责以及如何落实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制等内容遥
此次培训袁 提高了群众消

防安全意识袁 进一步增强了
应急自救能力和自我保护能
力袁 为有效实施消防安全管
理尧强力排查火灾隐患袁预防
和杜绝各类火灾的发生奠定
良好的基础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相关新闻

清溪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

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
本报讯 连日来袁清溪消防
救援大队广泛动员袁 联合各村
渊社区冤组织工厂企业尧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等开展消防安全培
训和应急演练活动袁 培养消防
安全野明白人冶遥
活动中袁 宣传员就常见的
火灾种类及扑救方法尧 灭火器
和消火栓的使用方法尧 如何组
织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尧 组织
人员疏散逃生自救技巧及注意
事项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袁并
提醒工作人员在面对火灾时一
定要 沉着 冷 静的 判 断火 灾形
势袁 要寻求合理有效的求生自
救方式遥

随后袁 宣传员按方案带领
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演练遥其间袁
员工们积极的参与到实践中袁
模拟初期火灾现场袁 轮流操作
灭火设备进行扑救演练袁 在实
践中学习了怎样正确使用灭火
器袁 怎样正确的疏散逃生等基
本业务技能等遥
此次消防培训和演练袁增强
了企业员工防火尧灭火及火场逃
生的能力遥 企业负责人纷纷表
示袁 将会以此次培训演练为契
机袁 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工作袁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袁积极为
清溪镇消防安全工作做出贡献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违法者通过执勤体验尧抄写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尧 接力站岗尧
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尧
发表朋友圈并集赞等 野五选
一冶方式进行交通法律法规学
习尧宣传或体验式教育遥
群众表示袁 通过 野五选
一冶 的柔性 执 法方 式 袁彰 显
了为民 执法 温 度袁 达 到了 交
通安全 教育 目 的袁 纷 纷为 这
种方式点赞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姻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现场
姻一辆面包车载客 13 人被查处

有效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本报讯 近日袁清溪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各村 渊社区冤组
织辖区群众到各村 渊社区冤消
防安全微体验点参观学习遥
活动中袁 辖区群众全面
了解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火灾隐患袁学习了如何扑救
初起火灾和疏散逃生等自
救知识技能袁进一步了解掌
握火灾报警处置程序及各
类灭火器具尧火场逃生的操

作方法遥 期间袁消防队员还
组织群众开展了油盆灭火
示范教学袁详细讲解了干粉
灭火器操作方法袁让大家进
行现场互动体验遥
此次体验活动袁有效地
提高了辖区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袁为
全镇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
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本以为生意做成了袁可到手的钱却不翼而飞

清溪一企业遇空头支票诈骗损失 60 万元
0.18 港币渊合计 630000 港币冤遥
其中差价为 157500 港币渊即人
民币 141388 元冤遥 11 月 14 日
中午袁 该公司与对方谈妥后袁
对方将上述 787500 港币通过
银行转账给他们袁此时对方要
求该公司马上将差价渊人民币
141388 元冤转回去遥 征得老板
同意后袁该公司财务便通过银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袁清
溪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在电视
台路口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
交通违规行为劝导教育 野五
选一冶行动袁促进广大群众提
高安全出行尧 文明出行的交
通意识遥
行动期间袁执勤民警对电
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尧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轻微交
通违法行为的立刻纠正袁并将
他们带到执法教育点袁让交通

8 座面包车硬挤 13 人
务工不能“误”安全！

清溪消防组织辖区群众参观消防安全微体验点

本报讯 近日 袁 一个叫
Jeff 的野客户冶联系上清溪某公
司的业务员袁自称要订购他们
家的包装袋袁 订购数量达 350
万且一次性付款遥
沟通过程中袁对方称以每
个包装袋 0.225 港币下单 渊合
计 787500 港币冤袁 贸易差的原
因实际成交价为每个包装袋

姻清溪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规行为劝导教育“五选一”行动

行转账将 141388 元人民币转
给对方遥
11 月 15 日袁对方以弄错订
购数量为由袁 又转账 2713500
港币袁该公司也转账 464198 元
人民币差价给了对方遥
当天下午袁该公司发现联
系不上对方袁 察觉到不对劲袁
便查银行卡账户袁发现该公司

银行收到的全部金额原路退
回了遥
打电话咨询银行方面袁 银
行说对方是空头支票袁卡里没
有钱袁所以 24 小时内退回了遥
该公司这时意识到被骗了袁遂
报警遥 该公司 共被诈骗
605586 元人民币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本报 讯 11 月 19 日 22
时 25 分许袁 清溪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在辖区清凤路三中路
段执勤时袁发现一辆面包车行
驶缓慢袁有超员嫌疑袁于是截
停下来进行检查遥 经核查袁该
车核截 8 人袁实载 13 人袁超员
50%以上遥
据驾驶人郭某陈述袁车上乘
客均是招聘的临时工袁为了节约
成本就索性让大家野挤一挤冶袁乘
客均为中年女性遥 大家也认为一
起坐野问题不大冶袁完全没有考虑
超员所带来的危险性遥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郭某
超员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
元袁 驾驶证记 6 分的处罚袁并
要求驾驶人立即对超员乘客
进行转运袁 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遥 同时袁民警语重心长地向
司机及乘客科普超员的危害
性袁希望他们出来务工要确保
安全第一遥
清溪交警提醒袁 务工路
上袁交通安全不能忘浴 为了您
和他人的出行安全袁 请勿驾
驶尧乘坐超员车辆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一男子酒驾被查
后还是认罚
“讨价还价”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凌晨 1
时 40 分许袁清溪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在辖区香芒东路路段开展
夜查行动时袁 发现一小车驾驶
员有酒后驾车嫌疑袁 经对驾驶
员赖某进行现场酒精呼气检
测袁结果为 28mg/100ml袁为酒
后驾驶遥
赖某看到结果后一脸不
相信袁 称其晚饭时只喝了一
小杯白酒袁 知道晚上要开车
不敢喝多袁 以为过了凌晨应
该没事了遥 当执勤民警告知
要对其驾驶证暂扣 6 个月

时袁赖某瞬间怔住了袁无法接
受事实袁 一直在原地跟民警
野讨价还价冶袁 觉得六个月不
能开车影响太大了遥
直到凌晨 2 时 10 分袁经
民警对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
和酒 后 开 车 的 危 害 性 科 普
后袁 赖某终于意识到侥幸心
理不可取袁酒后开车危害大袁
也坦然接受处罚遥 最终袁民警
依法对驾驶人赖某予以罚款
2000 元尧记 12 分和暂扣驾驶
证 6 个月的处罚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