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执行人 蔡金淮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60606153X

住址 蚶江镇溪前村溪中区43号

执行案号（2015)狮执字第2271号

被执行人 蔡美旋

执行金额 97712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407292060

住址 锦尚镇东店村十区16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4号

被执行人 蔡绵绵

执行金额 8976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8009191243

住址 蚶江镇水头村二十区152号

执行案号（2015)狮执字第2272号

被执行人 蔡其仁

执行金额 49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202222019

住址 祥芝镇垵美路130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恢字第162号

被执行人 蔡清省

执行金额 25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212162531

住址 宝盖镇塘边四区6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399号

被执行人 蔡玉玺

执行金额 1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9212232038

住址 祥芝镇莲坂村四区10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75号

被执行人 陈惠敏

执行金额 265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106160524

住址 永宁镇西门外14号

执行案号 (2008)狮执行字第103号

被执行人 陈清任

执行金额 41656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907273019

住址 灵秀镇港塘前洋5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755号

被执行人 陈志明

执行金额 16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5509082576

住址 石狮市荷坑巷3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899号

被执行人 崔姣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610430199012242029

住址 蚶江镇溪前村溪中区43号

执行案号（2015)狮执字第2271号

被执行人 邓秀养

执行金额 41000元

身份证号 350522196706084027

住址 祥芝镇福祥北路3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32号

被执行人 丁秀凤

执行金额 505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610212042

住址 祥芝镇莲坂五区6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34号

被执行人 董亚兰

执行金额 107712元

身份证号 350524198910041560

住址 鸿山镇伍堡村塘豪路3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3号

被执行人 傅成碧

执行金额 14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406162037

住址 祥芝镇埔路16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87号

被执行人 傅汉洲

执行金额 17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609262514

住址 石狮市霞坑巷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581号

被执行人 龚东日

执行金额 45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30421051X

住址 石狮市农贸路50号A幢504室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81号

被执行人 龚珊湖

执行金额 80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406250547

住址 永宁镇西偏四区7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31号

被执行人 龚维陆

执行金额 370015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5907190513

住址 永宁镇西偏村四区75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428号

被执行人 龚小群

执行金额 15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601080512

住址 永宁镇西偏三区63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013号

被执行人 龚宗程

执行金额 370015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111230553

住址 永宁镇西偏村二区45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428号

被执行人 洪文城

执行金额 8199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609260534

住址 永宁镇郭宅二区49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607号

被执行人 黄美珍

执行金额 17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8012043524

住址 石狮市霞坑巷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581号

被执行人 黄希民

执行金额 4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5202081034

住址 宝盖镇西洋5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6号

被执行人 康伟明

执行金额 40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202271019

住址 石狮市长宁路139号1幢601室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36号

被执行人 李志忠

执行金额 97712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8110222016

住址 锦尚镇东店村十区16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4号

被执行人 林倩倩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9311151567

住址 鸿山镇伍堡村塘富路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1号

被执行人 林清源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9304251535

住址 蚶江镇西村龙津北9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5号

被执行人 林水电

执行金额 8976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502121530

住址 蚶江镇石壁村东区26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6号

被执行人 林雅双

执行金额 17952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411212721

住址 蚶江镇东垵村福寿路69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7号

被执行人 卢长泰

执行金额 867917.76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101182038

住址 锦尚镇西坑一区21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416号

被执行人 邱茹萍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362502199510020840

住址 蚶江镇西村龙津北9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5号

被执行人 施海波

执行金额 18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812223019

住址 灵秀镇东圳路59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03号

被执行人 留锦锋

执行金额 140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307301230

住址 石狮市八七路2006号5号梯6楼

执行案号 (2015)狮执恢字第86号

被执行人 邱荣凯

执行金额 245955

身份证号 350581198512251236

住址 石狮市新亭巷16号2幢601室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80号

被执行人 倪宏宏

执行金额 354911

身份证号 350581198804202727

住址 石狮市湖东三路2号3幢205室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67号

被执行人 王传彬

执行金额 38856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90726151X

住址 蚶江镇锦亭村毓英区53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78号

被执行人 王东升

执行金额 5025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112092038

住址 石狮市湖东巷1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65号

被执行人 王芳

执行金额 107712

身份证号 359002197805052055

住址 鸿山镇伍堡村塘豪路37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3号

被执行人 王丽明

执行金额 29289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610622302X

住址 灵秀镇盛辉路51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72号

被执行人 王良仁

执行金额 51951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701032530

住址 石狮市霞辉路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700号

被执行人 王民建

执行金额 2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9308072059

住址 鸿山镇伍堡村塘富路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81号

被执行人 王清吟

执行金额 17952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408071534

住址 蚶江镇东垵村福寿路69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7号

被执行人 王秀瑜

执行金额 16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5606132520

住址 石狮市荷坑巷3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899号

被执行人 王雅容

执行金额 38856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8110191547

住址 蚶江镇毓英区53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79号

被执行人 王雅婷

执行金额 8976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503061044

住址 蚶江镇石壁村东区26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96号

被执行人 吴聪敏

执行金额 5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810252545

住址 石狮市工艺巷1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629号

被执行人 吴文渊

执行金额 50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410162532

住址 石狮市工艺巷10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629号

被执行人 谢炯峰

执行金额 73955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302051236

住址 石狮市街尾69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10号

被执行人 谢秋月

执行金额 1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3197001063725

住址 宝盖镇后宅一区95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73号

被执行人 谢志评

执行金额 165349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602151512

住址 蚶江镇青莲二区88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200号

被执行人 许莉莉

执行金额 18723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9205301525

住址 祥芝镇莲坂村四区10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275号

被执行人 许振华

执行金额 8976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790611151X

住址 蚶江镇水头村二十区152号

执行案号（2015)狮执字第2272号

被执行人 杨鑫鑫

执行金额 800000元

身份证号 350581198607022719

住址 湖滨街道曾坑高照路42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131号

序

1

2

3

名称

石狮市晟睿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超福织造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傲暴马服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诗向

何天煌

张文贵

住所地

石狮市名仕豪园7栋7楼707

石狮市聚仁路151-157号

灵秀镇华山村华山北1区8号

组织机构代码

09641269-0

——

06411389-9

执行金额

9614元

250000元

128641元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2402号

(1999)狮执字第680号

（2015)狮执字第1250号

关注石狮法院公众微信号，查
询更多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查询网：http://shixin.court.
gov.cn。

石狮市人民法院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 曾丽卿

执行金额 131000元

身份证号 359002196408212540

住址 石狮市香江路581号

执行案号 (2015)狮执字第1439号

失信
后果
警示

一是限制高消费行为，包括禁止乘坐飞机、高铁,住星级宾馆,购买不动

产,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等9类行为；二是限制在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信

用卡等业务；三是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

场准入、资质认定、出境等方面受到限制；四是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

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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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阳节来临之际，

祥芝镇古浮村的旅澳乡亲蔡东

旭再次委托母亲庄美珠老人将

慰问金和一份营养品送给村里

的60岁以上老人，据了解，这已

经是蔡东旭连续三年为老人送

来节日的祝福了！

为传承并发扬尊老敬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也为了让古浮村

的老人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重

阳节，三年来，蔡东旭总是在重

阳节来临的时候委托母亲庄美

珠看望村里的老人，给老人们每

人送去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生活

必需品和慰问金，同时送去节日

的祝福。从第一年的120名，第

二年的128名，到今年的130名

老人，蔡东旭累计为家乡老人捐

赠款物超过12万余元。

（记者 李琳毅）

本报讯 举贤传德风，敬老

成时尚。21日下午，第八届石湖

村老年协会新一届正副会长就

职仪式暨仁建石湖村老年慈善

基金会慰问金发放大会在石渔

村委会举行，石湖村对全村老年

朋友开展慰问活动，并对全村

675位60周岁以上老人颁发重

阳节慰问金共40.5万元。

当天的大会上，石湖村老年

协会会长郭及时作了第七届工

作报告并就第八届的工作思路

作表态发言；蚶江镇涉老工作负

责人、石渔村、石农村及仁建企

业安通物流企业负责人等与会

的相关领导及嘉宾为新一届石

湖村老年协会会长及副会长颁

发证书；石湖民族学校学生为老

人们进行精彩节目表演。石湖

村通过一系列重阳节主题活动，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营造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此

外，蚶江边防派出所在活动中特

地为全体老人开展防诈骗知识

等平安建设宣传。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施

泽泓）

本报讯 每年重阳节，蚶江

镇莲中村60周岁的老人们都会

收到村老年协会送来的节日“礼

物”。21日下午，莲中村老年协

会组织开展庆祝重阳节及统一

慰问活动，该村265位60周岁以

上的老人，每人都收到一份慰问

礼。“莲中村这一庆祝方式已成

为该村坚持多年的一个传统。”

莲中村老年协会会长林炳新介

绍称，莲中村之所以能够坚持多

年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得益于

海内外莲中村乡贤对老年人、慈

善等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

同时，21日晚，莲中村老年

协会换届暨第十届理监事就职

典礼活动举行，林炳新荣任莲中

村第十届老年协会会长。

（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昨日是重阳节，永

宁镇西偏村为老年协会60岁以

上的成员发放慰问金，弘扬中华

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

德，为老年朋友送去节日的关爱

和祝福。除此之外，该村幼儿园

的小朋友还与老年协会开展联

欢活动，小朋友们表演了精彩有

趣的节目，老人们乐开了花。一

直以来，西偏村在新型社区建设

过程中都十分关心辖区老人的

生活情况，不仅时常走访慰问辖

区老人，还积极组织相关文娱活

动，让老年朋友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

（记者 占婷）

本报讯 昨日，锦尚镇卢厝

村召开重阳老年节座谈会，给老

人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用品，全村

上百位老人齐聚卢厝老年文体

活动中心，共话村居各项事业的

发展与变化，共度佳节，对于村

居近年来移风易俗的成效更是

赞叹不已。据悉，卢厝村老年协

会及村里老人发挥余热，长期以

来协助村两委做好移风易俗工

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不厌其

烦入户宣传动员，促进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风在卢厝

村形成风气。 （记者 邱育钦）

本报讯 昨日是重阳节，位

于宝盖镇的兴进豪园小区处处

喜气洋洋。据悉，兴进豪园小区

拥有近千户、约4000名住户。

为了营造温暖、和谐小区环境，

拉近邻里距离，在小区一群热心

老年人倡议下和经过数个月的

筹备，10月21日，兴进豪园小区

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筹备组、铺锦

村老年协会兴进豪园分会，同

时，小区内的业主活动中心投

用。可谓是“三喜临门”，该小区

住户载歌载舞，庆祝佳节和喜

事。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蔡

宗营

暖心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幼儿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让幼儿们从小养成遵守交规的好习惯。10

月20日上午，永宁交警中队中队长潘毓聪带领

中队民警深入辖区幼儿园开展“认识红绿灯、交

通伴我行”交通安全校外课堂活动，让幼儿们在

实地体验如何遵守红绿灯，如何过马路走斑马

线，从而起到真正的教育宣传作用。

活动中，民警沿路护卫幼儿们到石永线沙

美灯控路口，为幼儿们及家长们讲述如何遵守

法律法规，如何过斑马线，实地带领他们现听

现学现用，并对所有的老师及家长们讲述永宁

镇区特有的灯控左转弯待转区如何走，告知其

重要性、危险性及违反处罚依据。发放相关宣

传单给幼儿家长和沿路的驾驶员，着重宣传左

转弯待转区。通过校外课堂让幼儿们实地体验

红绿灯，谨记交通规则，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

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记者 李少钧 通讯员 柯少林）

本报讯 为了遏

制非医学需要鉴定胎

儿性别和非医学需要

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

为（简称“两非”）不断

攀升的势头，10月19

日，鸿山镇计生办和

卫生院联合在鸿山伍堡新大街开展一场以“打击

两非、关爱女孩”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服务活动。

据悉，当天活动通过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

避孕药具及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查病治病等方

式，宣传国家、省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有关规定，在社会

上营造浓厚的“打击‘两非’�关爱女孩”的宣传舆
论氛围。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彩页300余份，解

答群众咨询50余人次，发放避孕药具70余盒。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阿专）

莲中

石湖

本报讯 九九重阳节，浓浓

敬老情。昨日在永宁镇郭坑村

文体活动中心广场上，成功地举

行了九九重阳节庆贺活动和老

年协会的换届工作。记者获悉，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郭坑全

村老年人在一起共进丰盛的午

餐，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重阳

佳节。长期以来，郭坑村的老年

同志发挥余热奉献村居建设，积

极参与郭坑村的各项工作，为郭

坑的建设与发展献计献策，在郭

坑村建设、文明创建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 （记者 占婷）

郭坑

西偏

卢厝

古浮

宝盖
本报讯 10月20日上午，宝盖

镇党政负责人带队到辖区2名高龄

老人家中走访慰问。在探望中，宝

盖镇党政负责人嘘寒问暖，详细

了解老人的身体、生活情况，

并送去节日慰问金。据

悉，值此重阳佳节来临

之际，该镇拨出3万

余元，慰问辖区100

名90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其中，百

岁老人1名。该镇发动镇村干部入

户走访，并将慰问金送到每位老人

家中，以此向全镇老年人致以节日

的祝福。 （记者 林智杰）

仑后

本报讯 每年重阳节，宝盖镇

仑后村的老人都会收到村老年协会

送来的节日“礼物”。这不，重阳节

当天，该村老年协会又给全村500

多名老人，每人准备了10斤食用油

和20斤大米，同时，给7名90岁以

上的老龄老人每人分发300元慰问

金。据悉，这一庆祝方式已成为该

村坚持多年的一个传统。之所以能

够坚持多年，得益于辖区广大热心

企业主、乡贤的慷慨解囊。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丽霞）

本报讯 10

月21日上午，宝

盖镇郑厝村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里的

老人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很是开心。原来该

村的新蕾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村老年协会、关工委负责人

带领下，给老人们敬茶送糕点，陪

老人过节，给老人们送来了纯真

的节日祝福。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蔡宗

营 郑国贤）

郑厝

塘头
本报讯 10月20日，宝盖镇塘

头村老年协会与后厅老年分会开

展重阳节慰问活动，给辖区581名

老人每人送去300元慰问金，同

时，村委会还特地给村里110多名

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分发100元

慰问金，村老年协会、后厅老年分

会与村委会等共计发放老人慰问

金达18万余元。值得一提的是，

宝盖鞋业工业园内多家热心企业

给该村老年协会送来了近3万元

慰问金。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金定）

雪上

本报讯 10月21日下午，宝盖

镇雪上村戏剧台上热闹不已，村里

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吃水果，以此

庆祝自己的节日。聊天中，大家纷

纷对村里热心乡贤和企业主的善举

称赞不已。据悉，雪上村热心乡贤

蔡乃钦、庄雅丽伉俪孩子快结婚了，

他们决定婚事简办捐资5万元给村

委会和老年协会，助力公益事业建

设；同时，热心企业友联鞋业公司为

庆祝老人节日捐资1万元。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辜良生）

兴进豪园小区

永宁交警中队深入辖区幼儿园开展
交通安全校外课堂活动

让孩子实地上一堂交通课

鸿山开展计生主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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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全市各镇办开展丰富多彩的重阳
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