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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石狮市永宁镇滨海花苑安置房

选房工作顺利进行，据《石狮市永宁镇滨海

花苑安置房选房安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现将选房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安排
选房安置工作自2017年11月1日开

始，每日早上8:30-12:00，下午2:30-6:00为

选房工作时间。征收人根据选房证顺序号

载明的选房顺序，以日为单位安排一定数

量的选房对象有序选房（每日30-40个选房

号），具体时间以《选房通知书》及电话通知

为准，届时请保持电话通畅。

二、选房地点
石狮市永宁镇政府2楼

三、选房应备材料
被征收人应准备好以下相关材料：选

房证顺序号；公民身份证（如被征收人属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

单位法人证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材

料）；如委托的应提供委托书。

四、注意事项
1.选房前，请被征收人根据选房时间安

排，携带上述相关材料，提前到选房地点领

取选房资料，熟悉选房事宜，做好选房准

备。

2.选房时，应按《选房通知书》规定的时

间、要求，准时到达选房地点参加选房。如

未按自己的选房证顺序号确定的时间参加

选房的，按《石狮市永宁镇滨海花苑安置房

选房安置实施办法》有关延误选房处理。

3.其他不明事宜请向指挥部咨询。

咨询电话：0595-88771315

特此公告

石狮市永宁小城镇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
2017年10月13日

石狮市永宁镇滨海花苑安置房选房安置公告
为确保下一步石狮市永宁镇滨海花苑选房安置工作

的顺利进行，根据《石狮市永宁镇黄金海岸海岸线整治项

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石狮市永宁镇红塔湾旅游景观大

道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等有关规定，现将摇取“选房

证顺序号”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点：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二楼
二、时间及对象：
2013年10月18日及之前签订协议的被征收人或受

托人于2017年10月27日进行摇取“选房证顺序号”；

2013年10月19日及之后签订协议的被征收人或受

托人以“日”为单位摇取批次，具体摇取“选房证顺序号”

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摇取“选房证顺序号”应备材料

1.被征收人本人或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搬迁腾空验收证》

3.《摇取选房证顺序号通知》

四、注意事项
1.摇取“选房证顺序号”时，应按《摇取选房证顺序号

通知》规定的时间、要求，准时到达摇号地点参加摇号。

2.非本人参与摇取选房顺序号需在2017年10月27日前

办理相关委托手续。

3.其他不明事宜请向“石狮市永宁小城镇片区改造工

程指挥部”咨询。

咨询电话：0595-887713151598597337815059732363

石狮市永宁小城镇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
2017年10月13日

石狮市永宁镇滨海花苑安置房摇取选房证顺序号公告

兹有石狮市新源顺燃料油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6年6月2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5816943683519，特此声明

作废。

石狮市新源顺燃料油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2017年10月13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蓝瑞五金加工厂

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6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 副 本 ， 注 册 号 ：

350581600490547，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蓝瑞五金加工厂
2017年10月13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受较强冷空气和

海上热带低压共同影响，我省

沿海出现持续偏北大风。记者

昨日从石狮市海洋与渔业局获

悉，截至昨晚8时，我市渔港已

全部按要求就近进港避风。另

据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信息，

未来十天我省沿海东北风持续

较大（有8级以上大风），其中今

明两日可达10～11级。昨日

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

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

于昨日下午加强为今年第20号

台风（热带风暴级）。

渔船就近回港避风
据省海洋与渔业厅有关通

知，预计10月13日起，我省沿

海将出现偏北风7-9级、阵风

10-11级，2.0-3.0米的中到大

浪，台湾海峡将出现偏北风7-9

级阵风10-11级，闽东渔场、闽

中渔场、闽南渔场和台湾浅滩

渔场将出现4.0-5.5米巨浪，闽

外渔场和钓鱼岛海域将出现

3.0-4.5米大浪到巨浪。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要求，闽东渔场、闽

中渔场、闽南渔场、台湾浅滩渔

场，闽外渔场和钓鱼岛海域所

有海上作业渔船务必于10月

12日20时之前全部就近到港

避风；养殖户做好养殖设施除

险加固工作。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祥芝国

家中心渔港、东埔渔港看到，不

少拖网渔船、灯光诱捕渔船已到

港避风，渔民们加固锚缆、卸运

渔货，显得有条不紊。在东埔渔

港，一些渔民告诉记者，因为灯

光诱捕渔船抗风能力相对较弱，

大多数渔船早两天已进港避风。

未来十天沿海持续大风
除渔船进港避风外，省防

指还要求，海事部门要强化措

施，保障海上过往船只航行安

全；交通部门要加强沿海客渡

船管理，保障人员安全；住建

等部门要加强沿海沿岸施工

工程、建设工地和临时工棚等

安全管理；旅游部门要加强沿

海景区旅游管控；各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及时作出部署，提出要求，落

实防范措施，层层明确责任，

抓实抓细沿海防风各项安全

工作。

另据昨日11时福建省气象

台发布的预报信息，17-18日，

副高稳定控制华南，低层偏东

气流，全省天气多云到阴。

19-21日，高空槽东移，我省低

层转为东北气流，全省天气多

云为主。预报时效内，北方有

冷空气南下影响，热带地区多

低值系统西移，我省沿海风力

持续较大。

热带低压加强为台风
昨日18时，中央气象台发

布台风蓝色预警：菲律宾以东

热带低压于12日下午加强为今

年第20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暂

无中文名称）。

预计，台风将以每小时2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

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1~13

级，30~38米/秒），尔后逐渐向

我国海南岛东部和广东西部沿

海靠近，并可能于15日傍晚至

16日上午登陆，也可能掠过海

南岛南部近海海面向越南北部

沿海靠近。

（记者 林恩炳 张泽业 颜华杰）

沿海持续东北大风
石狮渔船就近进港

未来十天我省沿海持续东北大风；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

本报讯 晋江磁灶镇街路面

惊现一只鸵鸟，在车水马龙的路

面奔跑。昨日下午4时，接到群众

报警后，晋江市磁灶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将受伤鸵鸟送往晋江

市农业局治疗。

民警赶到现场时，鸵鸟已不

见踪影。原来有群众上前围观，

鸵鸟受了惊吓，踉踉跄跄撒腿就

跑了，可能腿脚受了伤。在群众

的指引下，派出所民警一路寻找，

在某药店后门的一巷子里发现了

这只鸵鸟。经观察，该鸵鸟应该

是只幼鸟，体长约五六十厘米。

民警用绳子绑住鸵鸟的左脚，将

其送往农业局救治。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绍澎）

本报讯“国庆期间到永宁观
音山玩，还是被收了10元停车

费！”近日，市民王先生再次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反映，永宁观音山乱收

停车费现象依旧。红塔湾及观音

山是“石狮最美海岸线”，而乱收停

车费现象让“美丽”打了折扣。

10月10日，本报记者再次前

往永宁观音山海边暗访，刚到海

滩入口便发现路边立着一块木

牌，上面写着“观音山停车位收

费站”，几位老人在海边“值

守”。记者驱车驶入，即有一人

站起拦住去路，要收10元停车

费。记者不得不掉头离开。随

后，记者前往永宁红塔湾，远远

地就看到沙滩上搭盖的数顶帐

篷，这些帐篷多为烧烤摊设置。

关于永宁观音山有人乱收

停车费问题，本报今年4月份曾

作报道；而红塔湾沙滩设停车

场、烧烤摊回潮问题，本报今年

夏季也予以关注。从目前来看，

上述问题未有改观，令人遗憾。

去年8月，福建省首批30个

海岸公园名单公布，红塔湾作为

石狮唯一海岸线入选。近年来，

我市也通过一系列整治与提升，

实现红塔湾“退摊还滩”，并投用

“沙堤渔村”及停车场项目，但上

述问题的持续存在，直接影响了

红塔湾及观音山的景区形象。

昨日傍晚，记者将上述问题

向永宁镇有关负责人作了反

映。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红塔湾

旅游旺季已过，将认真梳理存在问

题加以协调整治，并且加派人力投

入管理，对景区及周边秩序加以规

范，争取在明年夏季到来之前，红

塔湾周边管理秩序有较大提

升。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本报讯 连日来，“10月9日

起车里别放这些物品，交警要罚

款1000元！”这个帖子在朋友圈

流传，让很多驾驶员信以为真。

昨日泉州市高速交警支队发布消

息，该帖子为谣言。

物品一：“平安带”
所谓“平安带”为安全带卡

扣。对于这项违法行为，交警部

门一直在开展整治工作。民警并

不是查处卡扣有没有在车里，而

是查处驾驶员、乘员是否系好了

安全带。

今年1月以来，泉州高速交

警已查获25000余起驾驶员驾驶

时未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仅8

月份以来，就查获2000余起。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时

未系安全带的将面临记2分罚款

200元的处罚。

物品二：“电子狗”
车内使用高德导航、百度地

图等“电子狗”设备，交警部门不

会进行处罚。通过导航软件可以

快速直观了解交通状况，可以有

效引导驾驶员提前绕开拥堵点，

缓解交通压力。

物品三：毛绒玩偶
在后挡风玻璃放置公仔，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前后挡风

玻璃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将被处以罚款20元的处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阿敏）

观音山仍收停车费 红塔湾沙滩烧烤回潮
有关方面表示，将梳理存在问题加以协调整治，对景区及周边秩序加以规范

“车里放这些物品罚款千元？”交警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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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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上桥头往市区方向没有公交停靠点
提示牌，造成村民搭乘不便，建议增设。”“厝上新大

街的公交停靠提示牌太不显眼了，建议换成公交站

牌。”近日，多位锦尚厝上村民致电12345反映：厝上

桥头附近搭车不便，建议部门合理设置公交停靠提

示牌。

为何有人建议增设，有人建议更换？厝上桥头究

竟有没有公交停靠点？昨日，记者来到厝上新大街，

在未到桥头的一侧路边找到一块并不显眼的提示牌，

上面标明此处为“公共汽车上落站”，但因为是往终点

站方向，故无人等候上车，仅有乘客在此处下车。

但在桥头另一侧路边，记者却没有找到停靠点提

示牌，却在厝上新大街与石锦大道交叉处福乐购购物

广场的门口，发现了一块“公共汽车上落站”提示牌，

此处则有较多村民等候上车。记者询问周边商家，他

们对公交停靠位置也仅一知半解，有说在停靠点等候

便可，有说在锦尚镇政府旁的公交亭等候，有的则认

为去起点站搭乘比较保险。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根据2017年公交线路批

复，18路公交途经厝上新大街共批复三个站点，分别

是厝上桥头、石狮二中和锦尚村委会，并将该部分站

点站牌设置列入建设计划。为方便村民出行，已于7

月24日分别在厝上村桥头和锦尚工业区设置公交临

时简易站牌。目前，该地段设置公交站牌事项已列入

计划，等待建设单位建设。附近村民则建议，厝上桥

头出行较密集，建议及早设置显眼的公交站点。

（记者 庄玲娥）

本报讯“锦尚大桥下，厝上溪内均长满了野草，
望部门及时予以修剪。”近日，市民致电12345反映锦

尚大桥底下，溪流中及岸边长满了野草，望部门及时

予以修剪。

昨日上午，记者站在锦尚大桥往下看，发现大桥

两侧的溪内确实均有一米多高的水草，有的成团疯

长，有的则零散分布。而除了水草，还有塑料袋等垃

圾未清理干净。对此，锦尚镇环卫所工作人员表示溪

边野草一个月清理一次，且交由包片人员负责，该镇

环卫所也已交代负责人勤加清理。 （记者 庄玲娥）

1.学生公交卡年检是否一定

要提供学生证？

答复：经咨询人力资源大厦
公交IC卡办卡窗口（88558273）得
知：学生公交卡年检必须提供在
校证明或学生证，必须在每年10
月1日前年检，否则公交卡将被冻
结（系统自动识别）。

2.新生儿如何报销医疗费用？

答复：根据2017年的新农合
政策，2016年11月1日后出生的
孩子，只要落户在石狮的计划生
育内的新生儿到新农合窗口登记
后都会自动纳入新农合管理。办
理落户后可携带小孩户口本、出
生证、父母身份证、父母户口本以
及父母的新农合卡或者农业银行
卡前往新农合窗口登记，登记后
提供小孩疾病证明、出院小结、长
短期医嘱单、发票总清单、医药费
用发票（原件且需盖医院公章），
需2017年12月31日前报销，如有
疑问详细可咨询新农合窗口，联
系方式：83010969。

3.如何申请三相电？

答复：若是以个人名义申请，
户主本人可直接携带房产证、身
份证、户口簿到供电营业厅办理，
但仅能申请一支电表；若是以公
司名义申请，需携带营业执照副
本，法人身份证（若由他人代办，
还需携带代办人员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到供电营业厅办理，情况
分为较多种，具体材料视情况而
定。建议市民详细可咨询石狮狮
标电力营业厅，电话：88555703。

（玲娥 整理）

10月10日，市民来电反映：有很多锦尚镇的老人

要前往卫生院看诊，但18路公交车无法在锦尚镇卫生

院门口停靠，给市民带来不便，故建议在锦尚镇卫生

院门口增加公交站点。

部门回复：在锦尚镇卫生院门口周边有卢厝村和
港前村公交站点，请市民在此上下车乘坐公交车。增
设公交站点需经公安交警、城市管理局、镇政府等相
关部门现场勘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城市规划和安
全。 （以上稿件由玲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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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新行政服务中心广场
夜晚可否开灯照明？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永宁镇黄金大道行实小学

对面的广场，夜晚有很多市民在活动，但照明灯未开

启，给市民造成困扰，故建议夜晚开启照明灯。

部门回复：永宁镇新行政服务中心广场的照明因
电力工程尚未完工，暂不具备条件开启，请市民理解。

锦尚镇卫生院门口
建议设置公交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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