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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审判庭揭牌

基层
法院
■为全市唯一，
昨落户汀溪，
统管全市涉生态案件
■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同日授牌成立

■同安区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在汀溪镇正式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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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记者 黄文水 赖贵
旺 通讯员 覃娟）以法治的力量守护好
绿水青山、
留住蓝天白云。
昨天下午，
同
安区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在汀溪
镇正式揭牌成立，
并受理了首起生态案
件的立案。
这是全市唯一的基层法院生
态环境审判庭。
昨日上午，市中级法院
生态环境审判庭也正式授牌成立。
今后，我市六个区涉生态环境资
源的刑事、民事、行政一审和非诉行政
执行审查案件将统一归口同安法院生
态环境审判庭集中管辖。庭长洪秀娟
介绍，此举有利于统一司法政策和裁
判尺度；有利于避免因行政区划管辖
案件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弊端以及跨
流域环境污染分段治理存在的弊端；
有利于节约和整合生态环境审判资
源，形成集聚优势，锻造专业化生态环
境审判团队。
据介绍，同安法院生态环境审判
庭致力于打造一个专业化生态环境审
判团队和组建一支审判咨询专家队伍。
从刑事、
行政、
民事、
执行岗位抽调多名
审判业务骨干，
与来自国土、
林业、环境
等相关领域的专家陪审员组成生态合
议庭。同时从辖区专业鉴定机构、环境
领域研究所聘任 8 位生态环境审判咨
询专家，为个案审理提供专业性意见。
全市唯一的基层法院生态环境审
判庭落户同安区汀溪镇并非偶然。同
安区是全市生态红线范围和生态控制
线范围最大的区，长期以来坚持“生态
立区”，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荣膺“国家
生态区”，而汀溪镇是国家级特色小
镇，素有“厦门生态第一镇”的美誉。
另悉，昨日上午，市中级法院举行
厦门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开放日活动，
市中级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正式授牌
成立，今后将负责审理我市涉生态环
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一审、二审和
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案件，以及对基层
法院开展监督指导工作。

2015 年 6 月以来，同安法院等
我市基层法院相继设立生态环境
合议庭。三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
一、二审涉生态环境诉讼案件和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1322 件，审结
1307 件。
同时，生态环境审判庭严格

包、林木转让等纠纷中的问题，
林地使用权设立、变更等引发的
各类纠纷；
3.涉生态环境的行政案件：
涉及森林、海域、滩涂等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案件、自然生
态空间确权登记案件、生态环境
类行政案件以及污染物排放许
可案件。

形成全国规范治疗指南 发布
“教科书”
式专著
海峡两岸腹膜后肿瘤诊疗研讨会在厦举办，由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承办

腹膜后肿瘤难以发现，
出现
症状时往往已是中晚期。近日，
海峡两岸腹膜后肿瘤诊疗研讨
会暨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软组
织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
我市举办，
与会专家探讨了如何
攻克腹膜后肿瘤治疗难题。
活动
由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承办。
记者 匡惟 陈军 通讯员 温志坚 王一军
■腹膜后肿瘤领域专家在现场分享交流。

通过多学科合作,在治疗上取得更多突破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多名国内腹膜
后肿瘤专业的知名专家参与，就腹膜
后肿瘤最新研究进展、精准医疗和临
床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厦门大学

附属成功医院肝胆胰血管外科李文岗
教授、陈福真教授作了发言汇报。
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软组织肿
瘤专业委员会主委杨春康教授表示，

希望让更多医生了解腹膜后肿瘤，通
过多学科合作，在治疗上取得更多的
突破。未来该学组将定期交流分享经
验，
提高全省治疗腹膜后肿瘤的水平。

就三维可视化的精准诊疗，专家达成共识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腹膜后肿
瘤三维可视化精准诊疗专家共识研讨
会。李文岗教授介绍，这是第一次以中
华医学会的名义，就腹膜后肿瘤三维
可视化精准诊疗起草专家共识，未来
将成为全国规范诊疗的指南。他说：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能够参与其中，也说明我们在这一领
域的努力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是我省第
一个成立腹膜后肿瘤外科的专科，在
该领域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经
验，临床技术和科研在全省领先。

本报讯（记者 吴笛）福建省 2018 年度公
务员考试报名将于今天下午 5 点结束。记者统
计发现，此次报考总人数超过 5 万人，截止到 3
月 12 日上午 8 点 02 分，福建省考报名人数最
多的职位为“泉州鲤城区社会经济调查队综合
科员”一职，招聘 1 人，报名人数 300 人。厦门
岗位报考总人数近 8000 人，
“海沧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的信息化处科员”一职最热门，招聘 1
人，211 人报名。
今年全省共计划录用 3601 名，其中厦门
共有 181 个岗位，计划招录 189 人。记者发现，
厦门岗位中报考人数在 100 以上的岗位有十
多个，如“思明区委宣传部科员”一职招聘 1
人，132 人报名；
“ 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科
科员”一职招聘 1 人，179 人报名；
“ 海沧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科科员”一职，招聘
1 人，136 人报名；厦门市房屋管理中心的（02）
租赁管理科科员一职招聘 1 人，206 人报名。
相比之下，报名个位数的岗位有 40 多个。

岛外各区都要建
三到五条景观道

督促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以生
态环境得以修复、生态功能得以
恢复为第一要务，采取限期履行、
代履行、说服教育等方式，不断创
新涉生态环境案件执行方式。三
年来，共审查涉生态环境非诉执
行案件 961 件。

涉生态环境案件主要类型
1.涉生态环境的刑事案件：
包括污染环境，非法采砂，非法
占用林地，非法狩猎，乱砍滥伐
林木，走私废物，走私珍贵动物
和珍贵动物制品等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严重犯罪和高发频发
性犯罪；
2.涉生态环境的民事案件：
包 括 林 改 后 林 业 承 包 、山 地 承

省公务员考试报名
多职位
“百里挑一”

腹膜后肿瘤领域首本全英文专著
《Retroperitoneal Tumors(Clinical
Management)》
（腹膜后肿瘤临床管
理）新书发布会同时举行。主编罗成华
教授说，
该书是一本针对腹膜后肿瘤治
疗的
“教科书”
式专著。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市公路局组织职工在环岛路种植黄金宝树。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王绍亮 通讯员 任西
西）昨天是植树节，市公路局组织近百名职工
在环岛路五通段种植近 300 株黄金宝树，混
播草籽近 3000 平方米，点缀环岛路景观。
这一批黄金宝树形象抢眼，树高可达 6 米
至 8 米，嫩枝呈红色，枝条密集且细长柔软，层
层 向 上 扩 展 ，树 形 优 美 。叶 片 金 黄 色 或 鹅 黄
色，密集分布于锥形树冠，可产生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目前除了环岛路沿线外，在海沧大道
北段也有成片种植。
据介绍，今年我市道路绿化管养工作也
已部署，岛内将以精细化养护为主，以环岛路
为试点，组建专业队伍接管绿化养护，尝试集
约化管理新模式，为今后道路精细化养护打
造标杆。岛外各辖区将加大绿化提升投入，通
过重点打造 3 条到 5 条生态景观道路，以点带
面提升岛外绿化景观。
市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
升我市道路绿化环境，目前正在开展春季道
路 绿 化 养 护 工 作 ，做 好 春 灌 施 肥 ，病 虫 害 防
治，修剪乔木、灌木球、绿篱色块及草坪，促进
树木枝条分化，使其疏密有致、枝繁叶茂。

国内80余家口腔医院
选派人员来厦培训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潘妍 江雨丰 记者 汪燕
妮）全国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班近日在厦门举行。活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
主办，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承办。
本次培训班吸引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上海市口腔医院、天
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
院等 80 余家医院的住培管理人员和临床医
务人员约 200 人参加。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带来精彩的讲
座，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住培教学案例点评、住
院医师全科病案展评、名师讲堂和教学经验
交流及住院医师技能操作比赛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