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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新麦香快餐

厅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2年 8月 16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581600257733，特此声明

作废。

石狮市新麦香快餐厅
2015年3月24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受春节假期的影

响，前两月公交刷卡量的数据总

体不是太光鲜，但也出现了一个

值得关注的亮点，即公交学生卡

的刷卡额破万元。而在此前，这

个群体的刷卡量相对还较少。

石狮公交进入“刷卡时代”

已有一年半。从去年的数据来

看，两类老人卡和普通卡是办

卡、刷卡的绝对大户。去年的办

卡量、尤其是两类老人卡，因为

享受的优惠高，也激增到一个新

高。但这类群体人数有限，接下

来增长的空间主要是普通卡。

而记者昨从市公交公司获悉的

情况看，前两个月，三大类办卡

的总量都比较少。不过，其刷卡

额度却颇为不俗。尤其是学生

卡，虽然前两月新增办卡量不过

20余张，但总的刷卡额却轻松破

万元。

“比如原蚶江中学与石狮六

中合并，且迁至六中后，这部分

学生及厝仔、青莲的学生要去新

蚶江中学，很多会乘坐我们抽调

的1路和7路车。”公交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部分需求的长期

存在，是学生办卡的主要动力。

目前，我市就读的中小学生

办理公交卡，可享受8折优惠。

尤其是日常上下学需要乘公交

车的，特别是需要晚间自习的，

办卡确实较为方便和优惠。目

前，学生办卡，只需提供学生证

（或评估手册）、身份证（或户口

簿）、一张一寸彩照即可。如果

是非本市户籍的，请另外带上居

住证（暂住证）。

（记者 康清辉）

公交学生卡
两月刷卡破万元
持学生证与身份证即可办卡

便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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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饼充饥：人坐在一楼，椅子都在摇晃。
星心：还以为是谁在推墙呢？
福州陈先生：我住的楼质量好，每次都感受不到。
石小姐：被地震刷屏了。原来不是我头晕啊。
超级玛丽：朋友圈一排下来全是18：13……

网友“13ge”：拍摄于石狮金林路，整条街停放的
车上都是广告单。风吹过地上也是广告单，干净的地
面被这些广告弄脏了。

网友“功成天下酒业”：我是民生路（原石永路）的商
户。民生路两旁树木茂盛，每棵都有十来米高，四季繁
茂旺盛。这些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遮挡了路灯，造成晚
间路面昏暗，而且道路两旁的店铺门面都被树叶掩去了
一大半，致使店面光线被遮挡，即使是白天也要开着灯
才能营业。望有关部门定时对这些茂盛的树木进行修
剪，还光明于沿街商户。 （以上稿件由林恩炳整理)

“18：13”
昨日傍晚，微信被“地震”刷屏了

这广告单，“节操”碎了一地

行道树太茂盛，店家白天得开灯

本报讯“有人正在钞坑
双龙寺旁偷锯树木。”3月20

日，市民谢先生向12345反映：

南环路钞坑村双龙寺后山数

十棵树木遭人砍伐，部分树干

已被运走。

现场：
树干失踪 一地枝条

昨日上午，记者驱车赶往

双龙寺南侧后山，沿着一条弯

曲土路上山发现，不少相思树

的树枝和树叶倒在土路两旁，

实在可惜。再往上走，记者在

两侧看到不少被腰斩后的相

思树树桩，而数米长的树干却

不见踪影。

记者清点了现场残留的

树桩，竟有四十余棵相思树遭

殃。路两旁的树桩有的粗如

脸盆，有的细如碗口。而靠山

里的树桩则盘根错节，树干直

径最大的有一米长，茂盛的枝

叶被砍下扔在一旁，现场一片

狼藉。

从树的年轮来看，这些树

的树龄长达十多年、少则四五

年；从树木断裂的痕迹和树桩

残留的木屑，可以推测出是被

电锯锯断。与一旁葱茏的树

木相比，被剃光头的树木显得

十分突兀。

走访：
神秘黑手 无人知晓

究竟是谁出此“黑手”，疯

狂砍伐成年大树？20日，谢先

生致电12345时表示，看到有

人砍伐时谢先生出面制止，但

无济于事，且对砍伐人员的身

份也一无所知。

昨日，记者在现场未发现

砍伐人员，随后记者走访了双

龙寺，看寺人员也表示不清

楚。记者却在双龙寺外看到

两段完整树干和成捆的树枝，

对此看寺人员三缄其口。路

过的人则猜测或许是为荒山

开大路而为之。

调查：
私自砍树 面临责罚

接到举报后，昨日上午市

农办林业处工作人员到现场

勘查，确认被砍树木均为相思

树。据悉，目前为止林业处并

没收到该地的砍树申请，私自

砍树属违法行为。林业处已

安排工作人员加强巡逻，并将

联合灵秀镇钞坑村作进一步

多方调查取证，掌握相关情

况，若确是在未取得采伐林木

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砍伐山

上树木，依据砍伐数量，将依

法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而究竟是为荒山开路还

是故意贩卖树干，则要等“逮”

到砍伐者，这一事件方能水落

石出。

（记者 庄玲娥 郭雅霞

通讯员 沉思）

本报讯 3月20日，记者在外

西环路附近看到一个摊贩摆摊

卖狗，关在笼子里的狗发出嗷嗷

的吠叫声，路人吓得急忙躲闪。

现场只见一名男子看着一

群狗，有的关在笼子里，有的拴

在旁边的卡车上，也有的直接拴

在路边的行道树上，细数一下有

近20只狗，其中拴在行道树上

的狗，一直拽着铁链子跳着，向

路边过往车辆吠叫着，甚是吓

人。

而来自12345的信息显示，

3月19日，曾有市民反映：在彭

田村同心路红绿灯处的人行道

上有人贩狗，且未清理狗的排

泄物，给周围环境和过往行人

造成不良影响。接到投诉后，

灵秀镇工作人员与彭田村委会

立即到现场核实情况。工作人

员当即联系彭田村委组织联防

队员对贩狗商人进行劝导，并

组织保洁人员对排泄物进行清

理。

一些市民表示，路边售卖

狗，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万

一恶犬挣脱绳子，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取

缔路边销售恶犬的黑摊点。

（记者 柳彩霞 郭雅霞 庄玲娥）

钞坑双龙寺后山
40余棵相思树遭腰斩
运走树干留下一片狼藉，市农办林业处已介入调查

路边摆摊卖狗 路人吓得急躲闪

本报讯 去年12月4日，宝盖

镇统一为全镇20个村居的法律

顾问颁发聘书，率先推行“一村一

法律顾问制度”，成为基层法治建

设中的一个亮点。为推动“一村

一法律顾问制度”取得实效，并充

分发挥法律顾问在破解村居“疑

难杂症”中的作用，昨日下午，宝

盖镇专门召开村级法律顾问座谈

会，让法律顾问与各村居主干面

对面交流。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宝盖镇，

不少村居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

题，而在加快发展中又出现一些

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各村

居遇到的“疑难杂症”，提高镇村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

力，同时方便群众维护合法权益，

宝盖镇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

度，并让村级法律顾问担当“五大

员”：法律事务的指导员、法律知

识的宣传员、调解矛盾的协理员、

法律援助的代办员、社情民意的

信息员。

如何让法律顾问发挥更大的

作用？各村居存在什么样的难

题？昨日，在宝盖镇、市司法局、

宝盖司法所等联合组织下，18位

受聘于宝盖镇20个村居的法律

顾问与各村居主干进行座谈，交

流看法。

“法律顾问要与村落加强互

动与沟通。”“很多村都会遇到征

地补偿款发放难的情况，这是当

前和今后都会存在的一个热点、

难点问题。”“在开展工作之前，一

定要慎重思考，要先弄清楚法律

法规，避免纠纷。”……座谈会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踊跃发表

意见。律师们纷纷介绍各自工作

中常见的一些突出问题，不少村

主干积极提问，不时向法律顾问

寻求各种棘手问题的解决措施。

“通过交流，我们也更清楚各

村居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后服务

起来也更有针对性。”座谈会后，

一些律师表示。（记者 林智杰）

日前，记者在鸿山镇人民公园看到，几位工人正在公园内忙碌着，栽花种树，完善景观设施，这座拥有2

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的公园，将以姹紫嫣红的景象扮靓鸿山镇区。 （记者 邱育钦 李少钧）

本报讯 锦尚镇以生育关怀

为载体帮扶计生困难户，通过安

居、致富、成才、民生、亲情、维权

等六项工程，提升计生户幸福指

数。这是日前记者从锦尚镇获悉

的。

近年来，锦尚安居工程共投

入452万元（市镇各补助2万元），

为113户二女户住房困难户解决

住房问题；而致富工程则通过介

绍就业、联系摊位、提供科技致富

信息帮助66户计生户解决就业问

题；在成才工程上，由妇联、工会、

共青团、计生协会牵线搭桥，联系

帮扶单位以及社会贤达采取一对

一帮扶方法，帮助65名计划生育

家庭子女完成学业；而民生工程

则为42人办理农村计生户奖扶，

为计生低保户提升低保款；在亲

情工程中，帮扶重大病灾计生困

难户215户次；为计生户办理法律

援助证305本，提供法律咨询100

多人次，落实维权工程到位。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陈祖忠）

本报讯 昨日，石狮市实验中学举办了一场奖学

活动，这是凤里街道新华社区关工委与该中学联合举

办的表彰优秀学生活动。而这样的奖学活动已连续

举办了三年。

长期以来，新华社区关工委在开展关心下一代工

作中，十分重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工作。据悉，

此次奖学活动共奖励了9名优秀学生，其中包括3名

外来务工者子女。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蔡世江）

不久前，湖滨街道新湖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彦宣

多次联系记者，希望通过媒体为

一名患白血病的外来人员寻求社

会帮助，此前，社区已带头拿出钱

来救助这位患者。这已不是新湖

第一次为外来人员提供帮助。据

悉，新湖社区积极推进流动人口

均等化服务，努力为外来人员营

造温暖的“家”。

新湖社区地处石狮市中心，

现有常住户籍人口2924人、流入

人口近2000人，约占社区总人口

的2/5。外来流入人口对新湖各项

事业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对

此，新湖社区两委积极营造拴心

留人的和谐社会氛围，从计生服

务、爱心救助、法律维权、子女入

学等方面入手，帮助外来人员融入

石狮，让外来人员最大限度地享有

和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对流动人口的计生服务管理

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常见的一个难

题，新湖社区以“1+1+N”网格化管

理建设为契机，按照“属地化管

理、市民化服务”的要求，坚持落

实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计划生育

“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政策，

推进均等化服务。两年来，为外

来人口提供免费孕前优生检测15

例，落实免费节育措施28例。

帮助外来人员就业是新湖社

区的重要工作之一。社区充分利

用地处市中心繁华商圈就业需求

旺盛的优势，主动搭建用人单位与

务工人员之间的沟通服务平台，在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的服

务台，一方面用人单位可到社区服

务中心登记需求信息，另一方面是

外来人员可到社区服务中心查询

需求信息和登记个人资料寻求就

业机会。两年来，社区帮助212名

外来人员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主动维护外来人员的合法权

益。社区两委和七个网格责任人

深入辖区企业进行走访，了解企

业安全生产和员工的工作生活情

况，及时调解各类劳资纠纷，帮助

外来务工人员维权。

帮助外来务工者子女就近入

学。为让外来人员在本地安心工

作生活，社区积极与周边多所学

校沟通联系，帮助辖区外来人员

解决子女入学难题，让这些外地

孩子共享本地优质教学资源。两

年来，共帮助72名符合条件的外

来人员子女实现就近入学。

爱心互助惠及外来病困人

员。2009年11月，新湖社区成立

爱心互助会，社区将每年筹集到

的爱心款从只限于救助本地户籍

人口，逐步扩大至辖区流动人

口。近年来，社区已帮扶救助病

困外来人员家庭18户，发放爱心

互助款62400元。

（记者 李桂芳 通讯员 许怀荀）

本报讯 昨日，祥芝镇政府、祥芝边防派出所与渔

政、渔业协会等联合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当天，该镇联合检查组通过登船检查、走访交谈、

张贴横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深入辖区港澳口、作业

码头、停泊点，广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春季安全教

育活动，对船上的消防设备、航行仪器和渔具等进行

全面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向渔船民现场讲授海上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方

法，以及《沿海船舶治安管理规定》《海上交通安全规

定》等法律知识。此次，联合检查组共登船检查50余

船次，排查消除安全隐患11处，发放宣传材料300余

份，受教育群众800余人，大大提高了辖区渔船民的安

全意识，为辖区渔船民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得到广

大渔船民的一致赞誉。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刘文杰 文/图）

新湖推进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给外来人员
营造温暖的“家”

主办：市卫计局 市计生协会

承办：石狮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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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镇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村居“疑难杂症”

法律顾问与村居主干
面对面探讨“解题”措施

新华关工委连续三年
表彰优秀学生

祥芝排查渔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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