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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翰：

因您严重违约致使贵我双方签

定的合同《德辉广场房产租赁合约

书》（合同编号：DFGC-0006010及

2015年2月27日补充协议）已经解

除。长时间以来，我司努力通过书

信、电话等各种方式和渠道均无法与

您取得联系。万般无奈之下，我司决

定自2015年5月18日12：00前收回

上述合同中您所承租的场地，因此所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均

由您承担。同时，我司继续保留进一

步追究您违约责任的权利。

特此通告

石狮市德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通 告

停电更改通知
因线路施工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

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在

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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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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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低压客户抄表例日为每月8日-14日，电费缴交时间自每月9日开始（低压

居民客户15天内，其他低压客户5天内交清），高压客户交费时间为抄表后的第二天

开始，5天内交清。如有疑问，欢迎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5598”进行业务咨询。停

电信息还可通过《石狮日报》（每周三）、中国石狮网（每周二）、“石狮生活网”微博和微

信、石狮新闻综合频道（每周三19：30）以及CCTV-5、凤凰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

江西卫视、石狮影视（游走字幕，每周四13时至22时）进行查看。

扫一扫，第一

时间掌握停

电信息

备注：故障停电及事故抢修不属于计划停电，因天气等原因计划有可能延迟或取消。
特此通知！

国网福建石狮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计划停电日期

5月22日星期五

5月23日星期六

计划停电时间

7:00-22:00

6:30-21:30

5:00-23:59

线路名称

10kV市区Ⅰ回山上#5公用变支路#03杆~#05甲杆段线路

10kV市区Ⅰ回山上#9公用变支路

10kV蚶祥Ⅰ回#04杆~#67杆段线路；10kV蚶祥Ⅲ回#30

杆~#68杆段线路

停电范围

五星山上芒珠巷、明珠巷附近

五星山上芒珠巷、聚祥路、五星干部新村附近

华丰针织、绿地农业科技、石湖大道路灯、蚶江镇东垵村福寿路、

信守化工、鑫佳乐包装材料附近、蚶江镇莲塘村长相3、4片区附

近、莲塘村华丰集团旁移动基站附近、诺达轻工

兹有“石狮市新开源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因公章变形缺损，本公司现

将刻有“石狮市新开源化工贸易有限

公司”的旧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新开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潮流指数服饰

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4

日变更为“石狮市潮流指数服饰

发展有限公司”，现将刻有“石狮

市潮流指数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潮流指数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声

明 停水通知
因供水管道漏水抢修的需要，市区部分区域需暂停供水。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停水时间：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9:00—22:00

停水范围：八七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至九洲门诊路段两侧；（其中：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岛国际酒店、旧市检察院、市广电大楼、市国土综合大

楼、旧交通汽车站、林边小学等）；茂林路（八七路至民生街）两侧、茂林南路

（八七路至嘉禄路）两侧、永安西路两侧、厝头新街两侧、玉林巷两侧等。

请广大市民和用户相互转告。因供水管道漏水抢修给市民和用户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咨询联系电话：88553110

特此通知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4日

在一个幽深的小巷内，一个

老婆婆蜗居在一平方米不到的纸

屋里，经过的人曾想过救助，可老

人总是不言语，没人知道老人经

历了什么。直到前日，湖滨派出

所接到报警后介入救助，才知道

老人3年前与家人走散，就一直独

自流浪至今。经过努力，民警终

于联系上老婆婆的家人。昨日凌

晨，当老人的儿子——31岁的龙

岩人吴先生赶到湖滨派出所，见

到阔别3年多的老母亲时，不禁流

下自责的泪水，“若不是你们，我

都以为我母亲已经不在了”。

蜗居纸屋
婆婆你来自何方？

前日下午，湖滨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子芳路一酒店旁

的小巷里，一外地口音的老婆婆

用纸盒搭建纸屋居住了好几个

月，周边群众对这个“纸屋婆婆”

的来历都不甚了解。当日，记者

随民警来到这条位于湖东三路附

近的小巷内，只见人行道边竖立

着一个低矮的纸皮屋，面积不足

一平方米，上面撑起一块茶几大

的纸皮，四周竖立着纸皮，这纸皮

屋分两室，一间人只能蜷缩着睡

觉，另外一间则是堆着纸皮等废

品。

这个纸屋内没有任何家具家

电，甚至没有用于避寒的被子，老

婆婆衣着单薄，蜷缩在纸屋内，而

那套单薄的衣物就是老婆婆唯一

的家当。老人睡觉的地方甚至说

不上平坦，地板上没有铺纸，只是

凌乱地放着捡来的杂物。“这个老

婆婆住在这里有4个月了，平时

就靠捡破烂维持生计。”附近居民

杨先生介绍，老婆婆的精神有点

恍惚，平时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无

论刮风下雨都蜷缩在纸屋内，还

好小巷中的建筑物能为她遮挡点

风雨，但住在纸糊的屋内，条件艰

苦程度可想而知。

有身份证
但同名同姓者太多

民警到达现场后，多次试图与

老婆婆沟通，但老婆婆却默不作

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破旧的一代

身份证拿给民警。民警根据老婆

婆身份证上的信息进行检索，因同

名同姓的人员太多，一时难以确定

其具体身份。

为了能尽快帮助老人找到家，

民警耐心地与老人交流，从老人凌

乱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线索，随后对

其提到的儿子展开查询。经过多方

查找，终于确定老婆婆名为翁惠英

（51岁，福建龙岩人），同时联系当地

派出所与其儿子取得了联系。

翁婆婆的儿子吴先生接到湖

滨派出所民警电话后激动万分，

立即从龙岩赶到湖滨派出所。昨

日凌晨1时许，吴先生来到湖滨

派出所，见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吴

先生泣不成声。

三年多前
全家出游翁婆婆走失

据了解，2012年吴先生带领

家人到厦门旅游，在中山街游逛

时，因为游人太多十分拥挤，翁婆

婆被人群挤散了，翁婆婆没有通

讯工具又不记得家人的联系方

式，吴先生始终无法与翁婆婆取

得联系。吴先生称，多来年全家

人一直未放弃对母亲的寻找，但

一直没有母亲的音讯。

老人是如何从厦门来到石狮

的？面对记者的问题，老人露出

无助而恍惚的眼神。这三年来，

母亲是如何过来的？吴先生不敢

想象母亲走过的那条坎坷路。

民警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出

门一定要看管好随行的老人和孩

子，尽量避免出入人群拥挤的场

所，必要时可将家人联系方式写

在纸条上放在老人和孩子身上以

防走失。

（记者 柳彩霞 通讯员 王可文）

“纸屋婆婆”蜗居纸屋 三年后盼来家人
3年多前，与家人到厦门旅游时在中山街走散，后流浪到石狮；4个月前，老人给自己搭建纸屋遮风挡雨

本报讯 5月13日23时50分，莆永高速公路垵
口隧道口附近（莆田往永春方向），一辆油罐车撞

上一辆挂车后起火，永春消防大队、高速路政、高

速交警赶到现场施救，泉州实华公司技术人员及

导罐车赶到现场，采取导罐措施排除险情。消防

官兵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将大火扑灭。为了不

影响高速行车安全，莆永高速双向车道也被暂时

全部封闭。据悉，事故后方200米是垵口隧道，前

方500米是岭安山隧道。事故发生后，隧道内滞留

大量过往车辆，隧道口还有一辆载有硫酸的罐车，

在路政部门的有序疏导下，滞留车辆均有序撤离

隧道。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燕鹏）

本报讯 昨日上午8时左右，在台商区南北大

道与东西大道红绿灯交叉路口处，一辆120急救车

和一辆黑色丰田小轿车相撞。救护车上的3人受

伤。

事故发生后，120急救车侧翻在路口，东西大

道中间的人行道上散落着棉签等医疗用品，还有

一些血迹。据现场群众介绍，当时黑色丰田车从

南北大道往东园方向行驶，侧翻的120急救车为东

园镇惠南华侨医院所有，当时车上有一名65岁的

病人及陪护他的两个儿子和医护人员。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医护人员通过车后玻璃

爬出，把病人转移到隔离带上的人行道上进行紧

急施救，随后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者伤情稳

定，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 洪亚男）

热线关注

12345�民生咨询

石狮新闻110

石狮日报新闻热线

13959900888

石狮便民
服务热线 12345民生

热线
践行群众路线：群众的些微小事，我们的头等大事

添加“石狮新闻110”（上图二维码）即可报料、互动、咨询

本报讯“原本规
划是绿化用地，但为

何有人在上面建私人

车位？”近日，不少市民致电12345，反映八七路金盛

名座A座与鸿隆商住楼之间有块空地，但鸿隆商住

楼部分业主私自将绿化带改为停车位，并在停车位

上焊接铁管并砌墙，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昨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空地上铁架搭盖的

“露天车棚”已成形，车棚上张贴着“私人车位 禁止

停车”字样，且在旁边种植树木，以便日后遮阴。附

近商家告诉记者，因该商住楼无地下停车场，故业主

直接将车停放在空地周围或空地上。“新建的车棚虽

仅够两三辆私家车入内，但占用了大块地方，车辆怕

刮擦也不敢靠近停放，使得车位更加紧张了。”市民

蔡女士向记者抱怨道。

空地车棚已成形，围墙也拔地而起。据悉，围

墙由另一业主所砌，或为拦截外来车辆，但目前仅

有一堵墙立起，业主们也猜不透是否要将车位“围

封住”。

记者从前廊村委会了解到，原本该空地是要建

商住楼的，但后未再施工，故改为绿化用地。为了缓

解车位紧张，前廊村委会早前特地前去清理空地上

的垃圾并平整，供周边业主停车。上个月得知有两

户业主偷偷在此圈地建车位，前廊村治安联防队曾

前往阻拦，但效果不佳。故业主拨打12345反映该问

题，希望相关部门能拆掉违章搭盖的“露天车棚”。

昨日，记者从灵秀镇获悉，接到市民投诉后，灵

秀镇和前廊村工作人员已跟进处理。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沉思）

本报讯 4月份，有市民致电

12345反映：八七路信义大厦对面

旧车站入口处垃圾无人清理，社区

居民和车站住户都已习惯性地在

车站入口处堆放垃圾，导致现在垃

圾满地，建议相关部门在入口处设

立垃圾桶。近日，记者回访时发

现，这一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此前，记者前往八七路旧汽

车站看到，几十袋大小不一的生

活垃圾堆放在入口处，浓浓的异

味让人不由捂鼻。而车站外花圃

边的一个黄色垃圾箱里只装了五

分之一垃圾。

负责停车收费的阿伯告诉记

者，车站住户和华仑社区居民经常

将垃圾扔在此处，却对百米远的垃

圾桶视而不见。垃圾满地已严重

影响生活环境，连到这边停车的车

主见到此处垃圾也是远远避及。

“其实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解决

的事，偏要弄得一片狼藉。”负责停

车收费的阿伯无奈地说道。

为何无人清运站内垃圾？阿

伯介绍，该汽车站住户多为闽运公

司职工和家属，车站在运营时，日

常的卫生保洁承包给环卫处某工

作人员，且有缴交卫生保洁费给环

卫处。车站内的家属住户垃圾扔

在车站入口处，由车站的保洁员一

同清运。但现在车站已迁往他处，

保洁员也随同而去，故此处无人清

运垃圾。但保洁员走了，住户们却

还是习惯地将垃圾扔在原地。

近日，记者再次回访时，看

到原来在车站外“喂不饱”的黄

色垃圾箱被搬到了车站内，周边

也并无出现脏乱不堪的景象。

阿伯告诉记者，上个月，市民向

12345反映后，凤里街道便将外

面的垃圾箱搬到车站内，每日也

由专人清运垃圾。

记者从凤里街道了解到，上

月社区干部与旧汽车站负责人

和业主多次进行商讨，最终决

定，站内垃圾由社区保洁员负责

清运，而旧汽车站内的垃圾清扫

问题则由业主和现负责人自行

解决。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沉思）

本报讯 昨日上午，多位市

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东村社

区一块空地上垃圾遍地，经常

没人清理，希望有关方面及时

处理。

记者来到市民反映的地段，

只见空地上设有垃圾箱，但周边

地面上散落了不少生活垃圾以

及建筑垃圾。附近居民告诉记

者，虽然有垃圾桶，但很多人都

直接将垃圾倒在地上，垃圾桶里

的垃圾会有人来清理，但是地面

上的垃圾却无人问津。

对此，凤里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安排人员

进行清理。 （记者 陈剑苹）

曾经垃圾一地 垃圾桶上岗后恢复整洁

垃圾空地乱堆放 社区居民意见大

1.公交车时间是否已更改为

夏令时？

答复：目前公交车时间仍为
冬令时，需到6月份才会改为夏令
时。

2.老人优待证如何办理？

答复：老人优待证可到户籍
所在地的镇办办理，所需材料为
老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及一寸彩
色近照一张。

3.出生1年多的孩子如何参保

新农合？

答复：新农合办理时限为每
年11月份由各村（居）完成参合对
象下一年度的参合费收缴和参合
登记工作，具体时间以各村（居）
通知时间为准，市民孩子已出生
一年多，建议市民咨询新农合窗
口（83010969）2015年度孩子是否
已缴纳新农合。

4.流产能否享受产假及产假

天数？

答复：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第七条，合法生育者，
孕期未满4个月流产可享受15天
产假，孕期满四个月流产者可享
受42天产假。

5.长福路为何封路？

答复：该道路预计15日至17
日进行道路沥青铺设，提前封闭
是由于沥青铺设需将道路清理干
净、养护。

6.在石狮购房如何将户口从

晋江迁移至石狮？

答复：市民可持购房者的《房
产证》或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按
揭合同、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到
房屋报在地派出所办理入户申
请。详细可咨询所在地派出所户
籍室。

7.今年秋季上小学，请问什么

时候可以开始报名？

答复：2015年度小学招生方
案还未出台，市民可在6月25日左
右通过石狮日报、石狮教育信息
网或前往小学门口查看张贴公告
等渠道关注招生方案。详情可咨
询教育局初教股（88886005）。

（玲娥 整理）

泉州台商投资区

救护车与轿车相撞
车上有位65岁病人
事发后，医护人员就地抢救病人

业主私自圈地
搭盖露天车棚
绿化用地成为“唐僧肉”

莆永高速公路垵口隧道口

油罐车着火
隧道堵满了车

12345�民生诉求

四名女孩四部电动车 开上泉州湾大桥看风景
泉州湾大桥开通两日查处两起警情；高速交警提醒，大桥是高速公路，不是观光车道

本报讯 泉州湾大桥开通仅两日就查处了两起违法

警情。

昨日下午3时30分，泉州高速公路四大队筹备组民

警在巡逻时，发现4名女子骑着4部电动车，行驶在泉州

湾大桥石狮往秀涂方向的路面上。其中一名女子表示，

当天工厂不用上班，她和姐妹就相约骑着电动车到泉州

湾大桥观光，大桥真的好美。民警对4人进行批评教

育，并用警车将她们安全送离秀涂高速出口。据悉，这

是泉州湾大桥查处的首起电动车违规上桥的警情。

据悉，大桥开通仅45分钟，一名林姓驾驶员就领走

了大桥第一张违停罚单。12日中午12时45分，林某驾

驶黑色丰田小桥车由石狮往秀涂港方向行驶，在泉州湾

大桥上违停，与车上其他3名乘客观光拍照。交警依法

对林某给予记6分、罚200元的行政处罚。

高速交警在此提醒市民：泉州湾大桥按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建造，设计时速高达100公里，实行全路段封闭

式管理，并无设置骑行、观光车道。海上风力大、风况复

杂，车辆多、车速急，行人、非汽车禁止上桥，骑行、跑步

不仅不可行也不可取。尽管泉州湾大桥沿线风景十分

壮丽，但是生命安全更重要。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吕荣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