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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各异的水幕、异域风情
的玩水区……深受游客喜爱的金
光湖森林泼水节今年全面升级。
游客们拿起了水枪、脸盆，互相追
逐泼水，
尽情享受清凉与欢乐。

P
#
Q
t
u
A
v

前，油纸伞与铃铛组合搭配，漫步
其中，声色相聚，美不胜收。此外，
游客还能体验皇宫特色观光马
车、黄包车，与“福、禄、寿”三位
仙翁一同巡游皇宫，饱览明清风
光，
享受穿越乐趣。
即日起到8月31日，北辰山邀
您前来潮玩打卡，与山水来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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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约会。在这里，您可以登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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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近自然，还能体验古早味行
军大锅饭，来场林间烧烤，更有
除了金光湖，北辰山、方特、 备了系列主题活动。
168级 梦 幻阶 梯 、若 克 里 滑 道 、
同安影视城、盛之乡温泉度假村
同安影视城强势推出第三届
“真人不倒翁”
“川剧变脸”等邀
等多个景区也围绕夏季旅游，准
皇宫油纸伞文化旅游节。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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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D7月 17日，海沧区人
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案件的
被告人周某生产、销售加了硼砂
的“毒粽子”。据悉，这是海沧区
首例食品安全领域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2018年 4月起，周某到海沧
一家餐饮店制作肉粽和碱粽，制
作过程中为了粽子的口感和保质
期，
添加了硼砂。这些“毒粽子”
制作出来后，经餐饮店通过网上
销售或现场售卖的方式，被售给
消费者。截至 2018年 5月 4日，

该餐饮店以每个 7元的价格出售
肉粽 100余个，以每斤 5元的价
格出售碱粽约 3斤。
2018年 5月 4日，海沧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该餐饮店内查获
待售肉粽 8个和碱粽 1.
3公斤，
现场还有一瓶疑似硼砂的白色粉
末。经检测，
查获的肉粽、碱粽和
白色粉末都含有硼酸。
随后，
经民警电话通知，周某
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供
述了犯罪事实。最终，
海沧法院以
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处
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禁止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及相关活动。
针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海
沧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的行为
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权，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
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判令被告
人周某及任某诺餐饮店向海沧检
察 院 交 付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7150
元，由海沧检察院纳入公益基金
依法管理，并在厦门市市级以上
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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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业内的厂房、仓库开展火灾
隐患排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
作。紧抓涉疫场所，
积极开展消防
安全常态化排查检查。紧抓高危
场所，持续紧盯商住合用、
“三合
一”、出租屋等重点领域，加快推
动“生命通道”整治。
加快消防基础建设。加快推
进新一批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尽
快确定新一批充电桩选址。加快
推进出租房整治“保命墙”建设，

力争年内完成大同、祥平、新民、
西柯、洪塘、五显、汀溪、莲花等 8
个镇街的硬隔离防火墙建设。
加大消防宣传力度。加强消
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宣传。加强
消防宣传进社区工作，提高群众
的防火意识和逃生能力。加强重
点人员培训，实现消防宣传培训
全覆盖，
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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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体验。
方特东方神画将连续开放45
天国潮夜场，推出大型实景演艺
“朝钟暮鼓”，更有集年轻、潮流、
时尚于一体的“国潮专场演出”，
还有全新 升 级的 “神州 塔 焰火
秀”。此外，方特水上乐园也将同
步延长营业至21时。
夏季泡温泉，消暑又养生！此
次，盛之乡温泉渡假村大放
“价”，针对学生、亲子等推出了
暑期优惠活动。感兴趣的市民游
客千万别错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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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届“盈趣杯”飞越达人挑
战赛在天竺山景区落下帷幕。比
赛期间，海沧区300多名学生体
验了该景区飞跃丛林项目。为了
满足市民游客户外运动的需求，
飞跃丛林将成为天竺山景区的
日常项目，此外景区还将以探险
为主题，打造系列体验活动，丰
富天竺山景区旅游项目。
在比赛中，参赛小朋友在吊
桥、钢索等设施上飞跃、奔跑，人
群中传来了阵阵欢呼。东埔小学
宁铭望同学仅用时2分08秒就跑
完了全程，打破了飞越丛林营业
以来儿童线最快纪录，获得了本
次比赛的冠军。

主办方天竺山公司市场部
负责人林泳聪告诉记者，
“我们
景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此
基础上，我们打造了飞跃丛林的
项目，让学生走出课堂，释放压
力。
”该项目起源于欧洲，近年
来国内也开始盛行。
2019年，天
竺山引进该项目，今年4月正式
对外开放，天竺山“飞越丛林”
项目选址天竺山景区龙门寺广
场，设儿童线、青少年线（亲子
线）、
成人线三条线路。
针对市民游客对户外活动
的需求，天竺山景区还将以探险
为主题规划溯溪、丛林CS等活
动，
进一步丰富景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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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RST7月 16日，同安
区召开第三季度 消防 联席 会 议
上，同安将加快推进出租房整治
保命墙建设，
力争年内完成大同、
祥平、新民等 8个镇街的硬隔离
防火墙建设。
同安区委、
区政府将采取有力
有效措施，
抓实抓细抓好各项火灾
防控工作，
确保火灾形势平稳。
抓好重点场所整治。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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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畅快的泼水狂欢、欢乐
刺激的冰桶挑战、传统特色的民
俗节 目 展演 …… 7月 17日 ，
2020
年第八届同安夏季旅游嘉年华暨
金光湖森林泼水狂欢节在金光湖
景区正式启动，摁下了同安旅游
复苏快进键。同安各大景区纷纷
围绕夏日避暑、亲子游推出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前来同安
畅玩一“夏”。此次活动由同安区
委宣传部指导，同安区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同安金光湖景区承办，
同安文化旅游公司执行。

据了解，金光湖景区于7月1
日起恢复正常收费，许多游客慕
名而来，探访森林秘境，畅享森林
氧吧，体验泼水狂欢。此次金光湖
泼水节将持续至9月30日。
开幕式当天，活动主办方同
安区文旅局通过网络向全国网友
进行了现场直播，在线为同安旅
游景区“带货”，将同安区“畅享
一夏”的欢乐氛围传递出去。
“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将同
安旅游传播出去。
”同安区文化和
旅游局副局长林海沿表示，本次
夏季旅游嘉年华的举办旨在借跨
省（区、市）团队旅游恢复之际，
把同安区旅游协会的所有会员单
位和旅游产品向全国推介出去。
下半年，同安旅游还要“走出去”
推介，
同时带动旅游企业“修炼内
功”，
推动旅游服务和产品创新升
级，
吸引更多游客到同安旅游。
此外，嘉宾、游客还参与文明
旅游签名承诺，倡导文明旅游理
念，
创建生态和谐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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