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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曾瑛之） 11
月 7 日，桂林市 2018 年“ 119 ”消防宣传月
暨万人共享单车消防宣传骑行活动启动仪式在
桂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市公安局及各城
区政府分管领导，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
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宣传骑行志愿者服
务队以及市民群众近 4000 人参加了活动。启
动仪式上，与会领导首先为热心消防公益事业
的 2018 年全市 119 消防奖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进行了颁奖。

当天的活动设置了火灾科普实验、“快递
哥送平安 消防包裹进万家”、家庭灭火基础
技能展示、消防常识展板展示、千米画卷绘消
防展、消防宣传车和消防装备器材体验、万人
共享单车消防宣传骑行等环节。在现场，大家
积极参与互动，感受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学习
体验消防安全一些基础技能。

在火灾科普实验环节，分别进行了取暖器
覆盖实验和干湿毛巾防烟实验，大家可以学习
到防火注意事项和灭火逃生技能；在“快递哥
送平安 消防包裹进万家”活动中，顺丰快递
公司“快递哥”消防宣传志愿者服务队开始启
程，深入大街小巷开展消防志愿服务活动；在
家庭灭火基础技能展示环节，消防队员进行了
“液化气罐泄漏着火的初期处置方法”和“新
型水基型灭火器和便携式溶胶灭火器的灭火效
果”展示，让围观群众学习到了相应的消防安
全知识。在千米画卷绘消防展环节，由中小学
生绘制的反映消防官兵灭火救援、拨打火警
119 、火场正确逃生等内容的作品连成了长
卷，他们以简易生动的绘画形式表现出了自己
对消防安全的认识；在消防宣传车和消防装备
器材体验环节，群众参观了宣传车及器材装
备，体验了模拟逃生通道。

最吸引眼球的是万人共享单车消防宣传骑
行环节。随着指令的发出，哈啰助力车消防宣
传骑行志愿者队伍在领队的带领下，向全市广

场、社区等场所出发，发放宣传资料，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县区的共享单车消防宣
传骑行环节也同步举行。

“我们希望通过骑行这种方式倡导低碳环
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在活动中大力宣传普及消
防知识，使消防安全意识深入千家万户，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消防安全，共同创建一个
良好的、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进一步促进桂
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桂林市消防支队黎
少林支队长这样说道。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 119 消防宣传月活
动中，桂林市消防支队将持续开展“‘今天我

们都是消防员’嘉年华暨万场消
防互动体验”、新媒体“微互
动”暨全民消防安全知识网络大
赛、“全民参与 防治火灾———
百城交通广播联动”、“媒体齐
发消防声”、“灭火与疏散逃生
大演练”、微型消防站及村寨志
愿消防队技能大比武等系列活动，
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消防、学
习消防、参与消防，提升全民消防安
全素质。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卢永娜）自己的驾照
被注销还不以为意，竟开起中巴营运，这位大胆的司
机被交警逮了个正着。 11 月 5 日，记者从雁山交警
大队获悉，目前涉事司机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11 月 2 日上午 10 点半左右，雁山交警大队接群
众举报称在雁山某景区内有一辆黄色中巴驾驶员涉嫌
无证驾驶。对此，雁山交警大队迅速派出警力到达现
场，发现涉事车辆停在某景区停车场，驾驶位有一名
穿红色上衣、戴墨镜的男子。面对交警询问，红衣男
子一直否认自己是该车驾驶员。随后，民警走访周边
群众，并询问停车场保安，确认红衣男子张某就是涉
事车辆驾驶员。民警要求张某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张某辩称自己没有随车携带，相关证件都放在公司。
经查，张某原有的 B1 型机动车驾驶证因逾期未审验
已被注销，因此张某此次行为属无证驾驶客运车辆。
于是民警将张某及涉事车辆一并带回做下一步的调查
处理，并第一时间通知客运公司对游客及行李进行转
运。

经询问，张某对自己无证驾驶营运客车的交通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据张某交代，当天上午 9 点，他
驾驶客运车辆在阳朔十里画廊景区接上 15 名山东游
客，从阳朔走桂阳公路到雁山某景区游玩。对于自己
无证驾驶营运客车的违法行为，张某表示：“因为没
有人开这个车，我帮忙顶一顶，抱着侥幸心理，觉得
应该不会被查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交警部门对张某无证驾驶客运营运车辆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2000 元、行政拘留 15 天的处罚。同时，
交警部门还将对涉事客运企业进行约谈，并通报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晓元） 11 月 5
日，灌阳一男子报警称被盗了 10 万元现金，民警经
调查后发现疑点多多，原来“真凶”竟是报警者，该
男子因此被拘留。

11 月 5 日 12 时许，灌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
接到王某报警称：其存放在灌阳县某大楼一楼宿舍床
头的 10 万元现金被盗，并称该款是用于发放工地工
人工资的。接警后，该局主要领导立即指派刑侦、城
关所赶赴现场进行勘察。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办案
民警发现疑点重重：被盗现场没有一丝被翻动的迹
象；询问王某时，他吞吞吐吐，无法说清 10 万元现
金来源等情况。结合现场勘验及大量外围走访，民警
初步判定王某有谎报警情的嫌疑。

当民警询问王某被盗 10 万元案件的真实性时，
难以自圆其说的王某承认了谎报警情的违法事实。经
调查，报警人王某在得知所住工地宿舍被宿舍管理员
检查后心生怨恨，故而谎报自己放在床头的 10 万元
现金被盗的警情。

经审查，嫌疑人王某对谎报警情一事供认不讳，
根据相关法律王某涉嫌谎报案情，现被县公安机关行
政拘留。警方提醒：遇到紧急警情可拨打 110 报
警；若是虚假报案、恶意报警，公安机关将依法处以
10 日以下拘留或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怡慧 吴显
敏）日前，在将军桥小学的“家长进课堂活动
日”上，一场主题为“廉政文化融入家风”的
家校互动生动开讲。这是该校开展“廉政文化
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天，学校邀请学生家长走进课堂，以廉政

文化为核心，以家风家训为切入点，开展了一次
家校互动的廉政教育活动。活动中，家长们讲述
自己及身边家庭的真实家风事例，这些平凡的

“家长里短”故事，背后蕴含着深刻哲理和智慧。
将军桥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真实感

人的叙述，让好的家风、家训、家规在学校中广

为传诵，支持家庭勤廉勤政，用家庭监督遏制
腐败的滋生蔓延，真正把廉洁文化传播进家
庭，起到了涵养家庭文化、教育家庭成员、弘
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的作用。”

据介绍，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廉政
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深入开展，不断增强廉政

文化的渗透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将军桥小
学通过“小手拉大手，廉洁清风进万家”、
“和谐路上，我们与廉同行”等多种形式的
家校联动系列活动，弘扬诚信正直的道德品
质、胸怀大志的理想观念、勤俭自律的传统
美德、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徐燕 文/摄）
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肥皂水怎么能像喷泉一样
冲上天空？玩转一个小小的魔方，是否有规律？
航模飞机飞上天的原理到底是什么？……这些孩
子们常问的“为什么”，在铁路西小学科技节上
都能找到答案。日前，铁路西小学一年一度的科
技节开幕，学校的科技老师和校外的科技工作人
员带领着学生们一起做科学实验，解答学生们的
问题。

据了解，今年铁路西小学的科技节主题是
“科技筑梦 创新成长”。科技节将持续至 12

月。科技节期间，学校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
技活动，如：铁丝陀螺挑战赛、创意纸牌叠高
塔、科幻画比赛、科技创新小制作、科普实践活
动、计算机打字和绘画比赛等。通过丰富精彩的
科技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科学、热爱科学，
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培养研究精神、创新精神，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现自我
才华和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空间与平台。

学生们在进行魔方比赛，研究魔方的规
律。

报警谎称 10 万现金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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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科技节

家长走进课堂“话家风”

将军桥小学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

桂林市 2018 年“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近 4000 人参加活动，市民学习消防基础技能，参与火灾科普实验

消防人员指导现场市民
代表使用便携式溶胶灭火器进
行灭火。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学 陆湘斌） 11
月 6 日，张某等 9 名被告人在法警的羁押下进了法
庭，一起以“移民经济”经营活动为名、涉案人员达
49 人的传销案，在临桂区法院开庭审理。据悉，这
是目前桂林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最大传销案件。

被告人张某等 9 人均来自四川省，年龄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 43 岁。公诉机关指控，张某等 9 人
2013 年起相继在临桂加入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
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
必须交纳 3800 元，申购 1 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
33500 元购买 10 份份额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
购买 10 份份额且最多发展 3 名直接下线。

法院查明，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
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
发展情况不同，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
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五个级别，并规定相
应晋升条件。高级业务员负责管理下线、上传下达、
发放提成款或者收取申购款等。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下午，张某等 9 名被告人在
秀峰区东安路某饭店召集该传销组织部分人员进行培
训时，被执法人员现场抓获。被公安机关抓获前，张
某等 9 人共发展下线近 800 人。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 9 人组织、领导了以
“移民经济”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
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
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经济与社会
秩序的传销活动， 9 名被告人均是传销体系中的高
级业务员，下线层级均达三级以上，其行为均触犯了
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悉，张某等 9 人是这起传销案件中首批出庭
受审的人员。因涉案人员较多，且案情复杂，其余 40
名被告人将另分 5 批出庭受审。本案将择日宣判。

临桂法院开庭审理

桂林最大传销案
49 人将分 6 批出庭受审

消防宣传骑行志愿者队
伍在领队的带领下，向全市广
场、社区等场所出发，发放宣
传资料。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蔡林珊）位于桂海铁
路西侧的八一村 56 号院属于老旧无物业小区，小区内
存在多处违建，住户们常年被小区脏乱差的环境所困
扰，仅“金点子”投诉案卷就有 5 件。针对这样的情
况，日前，象山区政府组织城管、公安、交警、南门街
道办事处等部门 100 余人对八一村 56 号院内的违法建
筑实施了强制拆除。

据八一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 56 号
院的不少居民为了方便，在院内的消防通道、空地上搭

棚建房，用于停放车辆、堆放杂物，不仅影响小区美
观，造成环境卫生死角，还堵塞了消防通道，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也引起其他小区居民意见纷纷。

当日上午，八一村 56 号院内 20 余处违法搭建的
铁棚房、钢架棚被执法人员拆除，面积共 1000 余平方
米。看到执法队员将小区院门口的铁皮棚子一一拆除，
居民谢大姐连声叫好：“小区环境看起来干净清爽多
了，进出小区的车终于不用因为这些违法建筑绕路了，
也解决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象山区拆除
八一村 56 号院千余平方米违建

近日，在漓江港建大桥南岸，工人们正在对一栋三层砖混建筑进行拆除，这是漓管委全面落实
市委、市政府对风景名胜区“四乱一脏”(乱挖、乱建、乱养、乱经营、环境卫生脏)控增量、消存量
总体要求，开展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2018 年控违拆违攻坚战的一幕。被拆除的建筑位于漓江风景名
胜区核心景区内，距漓江边仅 80 米，属于未经漓管委审核的违建，同时，所在的区域是桂林市建设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典范区域。典范区域对于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和自然景观风
貌保护具有示范作用，该建筑的存在对风景区和典范区域的景观环境影响极大。

通讯员赵荣华 舒家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