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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禁 毒 知 识

如何预防青少年吸毒

6月1日上午，屏南县禁毒委在街心广场举
行“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全民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据悉，宣传月期间，屏南县禁毒委将举办
一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活动强化禁毒
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的识毒、防毒、
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努力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
禁毒舆论氛围。 江松松 摄

青少年走上吸毒的道路，自己的原因占了
很大的部分，所以在预防吸毒的时候，青少年本
身更要积极主动地远离毒品，珍爱自身。通过
对原因的分析，可总结以下几点对策：

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有非常多
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的时候并不
知道毒品为何物，不但没有远离，反而对它充满
好奇，并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从此走上了
不归路。因此，当社会上、学校、或者是自己的
父母对自己介绍关于毒品的知识时，一定要认
真接受。甚至可以自己主动地通过上网、翻阅
书籍等方式了解毒品的知识。总之，一定要充
分了解毒品的特性以及危害，这样才能让自己
时刻保持警惕，远离毒品!

形成独立的人格以及树立正确三观：通过
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
的危害，但在受挫折、空虚的时候会忍不住通
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是朋友
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这就是青
少年自己本身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形成独
立的自我认知。而一些把吸毒当成炫耀的方
式、认为这非常酷，是高端人士才能做的事，把
吸毒当成自豪的事，这就是三观不正了！因
此，在预防吸毒的时候，青少年就需要形成自
己独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鼓吹，有自己独立
的判断。还需要抛弃贪图享乐、热衷炫耀等不
良的价值观。

慎重交友：社会学上认为同辈群体在青少
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与同辈群体频繁的互动中，青少年极容易习得
其他成员的价值观还有行为方式。同辈群体的
亚文化、以及非正式的制约力都会对青少年形
成非常大的压力，让青少年服从同辈群体的行
为规范。如果自己身边有一群吸毒的朋友，那
吸毒就会成为行为规范，如果你不吸毒就会和
他们无话可说，被他们排斥。这种情况下，如果
不服从就会脱离这个群体，可惜的是，很多青少
年都会选择吸毒。因此，青少年一定要慎重地
结交朋友，遇到吸毒的朋友一定远离。

在青少年自己努力远离毒品的同时，社会
也需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为青少年成长创造条件。以下就从几个
主题分析如何帮助预防吸毒：

1.家庭方面

父母应该负担起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帮助
孩子了解毒品的特性以及危害，才不会让孩子
在好奇心的推动下吸毒。父母更应该给孩子足
够的关爱，改进自己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可以在
家庭中获得足够的精神支持。

2.学校方面

学校在向青少年宣传毒品知识中担任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学校不能过度强调学习成绩的
重要性，而忽略了对青少年关于毒品知识的宣
传。对毒品的宣传不能过于形式，而是要让青
少年真正地了解毒品。其次，在学校发现有不
良学生有吸毒行为的时候，决不能不管不顾，而
是要积极地介入。如果对学生太过放纵，必定
会在学校形成不良的风气，这就可能导致越来
越多的学生加入吸毒的行列。

3.社区

社区可以通过举办宣传活动，或者是发放
册子对家长以及青少年进行宣传。

4.政府

政府应该积极地承担在社会中宣传的责
任，把预防毒品的宣传作为一种长期性的活动
进行。还要对贩毒人员严厉打击，对一些吸毒
场所进行查封，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
风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环境。

预防青少年吸毒是一件长期性的艰苦的任
务，需要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等多个主体的共
同的努力。希望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可以让毒
品远离青少年，让我们祖国的花朵有一个健康
幸福的未来！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文/图）为确保
今年参加高考考生有个安静温书休息环
境。6 月 4 日 22 时至 5 日 1 时，市环保局、

市执法局联合开展夜查噪音行动，检查发
现多数施工工地严格遵守禁噪令，按时停
工。但仍有部分工地不顾禁令，深夜施

工，影响周边考生和居民休息，执法人员
予以现场查处。

按照禁噪令相关规定，5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为噪声严控期，期间批准的夜间
连续施工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其中 6 月
7 日至 8 日、6 月 22 日至 24 日考试期间，停
止午、夜间施工噪声审批（抢险、抢修除
外）。“未取得夜间施工审批的项目工地，
晚上 10 点之后是禁止施工的。”东侨环保
局工作人员介绍。

但在 22 时 27 分左右，记者和执法人
员在闽东东路上发现多辆渣土车来回运
送渣土，跟踪发现，所有渣土车进出曙光
城房地产项目工地，进入工地内部发现，
还有挖土机在填方作业，在执法人员的制
止下停止施工。

22 时 49 分左右，另一组执法人员发
现金禾雅居地产项目在灌水泥，多辆灌装
水泥车往返工地，噪声很大，执法人员当
即要求该工地停止施工。被发现后，项目
工地施工人员以负责人联系不上为由，不

积极配合执法人员执法，执法人员将对其
进行立案查处。

当晚，执法局工作人员还在金马大
桥上查处多家违规设点的烧烤摊。“夜深
人静，一些人喝酒吵闹声严重影响周边
小区考生、居民休息，我们全部依法进行
查处，没收摆摊工具。”市执法局工作人
员介绍。

环保局、执法局联合倡议：绿色护
考、人人有责。“我们将对可能造成扰民
和影响中、高考的噪声源产生单位和个
人，责令限期整改，限期未完成整改的要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市环保局工作人员
表示。

部门联合执法 夜查噪音污染

高考在即仍有部分工地违规施工

执法人员通过执法记录仪取证执法人员通过执法记录仪取证，，立案查处立案查处。。

本报讯（记者 茹捷 杨洋 通讯员 孔
炜 文/图）6 月 5 日上午，市行政服务中
心交通运输窗口向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颁发全市首张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约车经营是互联网深度融合以

后创造出的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它
的出现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也
灵活地适应消费市场的需求。”市交通运
输局审批科科长詹勇清介绍。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
理，强化行业事中事后监管，下一步，我市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开展
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继续推动网约车合法
经营，努力营造公平、规范的出租车经营
环境，积极促进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更
好地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
出行服务。

我市颁发首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章芳
汀）明日2018年高考开考，记者从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方便考生家长接
送考生，我市交警部门通过部署，在有
条件的考点周围增设临时停车位。

在中心城区方面，交警直属一大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届时把车辆引导至闽
东西路停放，最大限度的提供临时停车
位，以保证蕉城南北路一中考点前道路
的畅通。针对高级中学考点，直属二大
队负责人介绍，将高级中学门前道路两
旁开辟为临时停车位，考试结束时取消。

针对福安城区交通相对拥挤情
况，城区中队将体育场、富春南路、阳
春路用于宁德民中考点临时停车；福
安一中考点则是将冠后路、万利广场、
新华北路作为临时停车点；德艺学校
考点考生家长可以将车临时停放在天
马南路、鹤山东路。

福鼎大队没有增设停车位，但在
考点周边有两个岗点，一旦出现特殊
情况时，可以进岗亭休息。其他县

（市、区）都会加强考点周边警力，确保
交通畅通，同时都提供了交警服务点，
为考生提供水、解暑药等服务。交警
提醒：开考后，家长尽量不要将车辆停
放在考场周边，可在当场考试结束时
再前往接送。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
间向周边的执勤民警寻求帮助。

我市多个高考考点
周边设置临时停车位

公 告
福建省宁德市第二建筑工程

公司进行公司改制资产重组，公
开向社会邀请合作伙伴，有意者
前来洽谈。

特此公告
单位地址：宁德蕉城区东湖

路8号二建公司四楼
联系电话：0593—2860928
联系人手机：13905036528
宁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2018年6月6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宁德市后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1日的股
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瑞章 联系电话：15280316958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后溪村委楼一层

宁德市后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吴瑞章 副组长：林翠华

2018年6月6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宁德市老乡村农产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的股东决
定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光庭 联系电话：13509583270
联系地址：屏南县古峰镇文化东路181号1幢A208

宁德市老乡村农产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苏光庭 副组长：郑晓瑞

2018年6月6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福鼎市特奇冷鲜肉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0 日的
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
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建萍 联系电话：18959318576
联系地址：福鼎市盛达物流有限公司

福鼎市特奇冷鲜肉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刘远旭 副组长：庄传忠

2018年6月6日

郑石琛、黄巧英夫妇遗失
女儿郑惠煊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M350113129。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石琛 黄巧英
2018年6月6日

遗失
声明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
消缺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
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
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
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
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

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
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8-06-13 07∶00-17∶00，
线路名称：10kV金马小区开闭所，停电范围：学
院路金马小区 1幢至 11幢、下凡村福建环三兴
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工作内容：配改工程；

计划停电时间：2018-06-13 07∶00-17∶00，
线路名称：110kV 龟山线 913 线#053 杆至末端
杆;10kV 龟山线 913 线#051 杆至 10kV 留洋分
线末端杆，停电范围：赤溪镇宣洋村、光洋村、

赤溪镇宣洋村填洋自然村、院前村、黄家林村、
赤溪镇留洋村、赤溪镇宣洋村利洋里村、眉洋
村、赤溪镇墩头村、赤溪镇洋林村、赤溪镇院前
村东岭自然村、洋林村南阳实业有限公司
(专)、洋林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专)，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计划停电时间：2018-06-13 07∶00-17∶00，
线路名称：110kV 东湖塘海堤环网柜金蛇头分
支 901 线路至 10kV 金蛇头电缆分支箱金蛇头
分支线 II 分支 902 线路；10kV 南岸公园#2 环
网柜金蛇头分支线 903 线路至 10kV 金蛇头电

缆分支箱金蛇头分支线 I 分支 901 线路；10kV
金蛇头电缆分支箱，停电范围：南湖滨路金蛇
头村、金蛇头村萬顺渣土工程有限公司(专)，
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信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
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8年6月6日

停电通告

本公司遗失下属集体分支机构：2016年4月15日由宁德市蕉城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福建省宁德市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公司下宅园前岗弄回收站，
营业执照正本壹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MA347H3N89。声明作废。

福建省宁德市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公司
2018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