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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锤子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6年01月0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1MA345EEL2N，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锤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3日

遗失声明
兹证明本村村民蔡联合有混合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

于石狮市祥芝镇古浮村六片区16号，东至空地，西至蔡相
元，南至蔡永贵，北至蔡锦山。经核实该房屋为蔡联合所有

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取得任何有效批

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蔡联合申请对该房屋进行就地加

层，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在登报期间30天内向我
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

予以办理就地加层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

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古浮村民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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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到，便

民服务热线“12345”春节期间不休假，该中心安排人

员照常值班，及时为民排忧解难。

为确保春节期间群众诉求事项能及时办理，从2

月15日（除夕）至2月21日（正月初六），“12345”接线

员坚守工作岗位，市民24小时均可拨打电话。其中，

春节期间，每天上午8时至晚上8时，均有人员现场接

听投诉和咨询，政策类咨询件将立即予以解答，非应

急的投诉、举报类的民生诉求件，将在节后派单处理；

若遇紧急事件，接线人员将在春节期间及时转交各部

门值班人员处理。 （记者 张泽业 通讯员 王美红）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公交公司了解到，春节

假期，我市公交车班次将整体进行调整，所有路线车

辆班次均有所减少，部分班次车辆停止运行。

根据2018年石狮公交公司春节排班计划，2月15

日，11路、14路公交车将停止车辆运行，19路、22路、

旅游拥军路公交仅一部维持运行；2月16日，11路公

交恢复运行，运行车辆1部，22路公交停止运行；2月

17日，11路公交恢复运行，运行车辆1部，22路公交停

止运行。

此外，据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我市公交车运

营时间也将发生变化，2月15日运营时间至当天中午

12点左右，最晚一班5路公交运营至13点10分；2月

16日、17日，车辆延后至早8点开始运行。

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提醒市民，由于公交车驾驶

人员紧缺，我市公交班次发班频率将有所降低，市民

出行需提前进行规划。 （记者 张泽业）

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对于

安徽人李仁庭而言，这个春节尤

为特别。2月初，在石狮市救助

管理站、泉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寻亲平台的帮助下，李仁庭找到

走失四年的妻子付玉敏。昨日，

李仁庭带着妻子回到了安徽省

凤阳县的老家，准备和两个孩子

好好地过一个年。他说，日思夜

盼，终于等来团圆日！

事实上，除了李仁庭，今年

以来，石狮市救助管理站里还有

4名救助人员也先后找到了家

人。

多方联动
“特殊流浪人员”回家

进入2月以来，石狮市救助

管理站工作人员小邱忙得不可

开交，在今年“寒冬送温暖”行动

中，该救助站与泉州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寻亲平台展开了联动，不

到一周时间，就有5名特殊流浪

人员确认了家人信息。除了付

玉敏、冯辉菊两人的亲属亲自到

站里接回（本报2月5日已作报

道），其他3名特殊流浪人员都

是小邱和同事一同护送到其户

籍所在地的救助管理站。

“昨天刚把一名特殊流浪人

员送到福清救助站。”昨日，小邱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3名需要护

送的特殊流浪人员分别来自漳

州平和县、福清市以及江西省，

都属于精神疾病患者，到市救助

管理站已有三四年时间。其中，

时间最长的是来自漳州平和县

的陈玉芳，2013年11月流浪至

石狮，被派出所民警送至救助

站，因患有精神疾病，后又被移

送至泉州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

“他们三人的户籍地都相对

较远，所以我们按规定护送他们

到户籍所在地的救助站，再由家

人接回。”小邱说，目前，只剩下

一名省外的特殊流浪人员还未

护送，其他人员这几天都已送至

当地的救助站。

年复一年
每年都有“团圆故事”
“不到半个月时间，帮5名

特殊流浪人员找到家人，确实不

容易。”石狮市社会福利中心负

责人表示，救助人员是一群特殊

的流浪者，或患有精神疾病、或

无法有效沟通，身上无任何身份

信息，也无人前来认领，这些都

成为帮助他们寻家的重重“大

山”。

不过，即使“翻山越岭”，也

要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记者

了解到，一直以来，石狮市社会

福利中心和救助站除了与公安

部门展开联动，还积极与媒体开

展合作，扩大“特殊流浪者”寻亲

范围。如从2016年开始，每年

的春节前夕，石狮市社会福利中

心联合本报刊登特殊流浪人员

的相关信息，成功帮助石狮市民

蔡女士找到了其走失三年的母

亲。

据悉，通过各方的不懈努

力，2015年，救助站成功为12名

特殊流浪者找到家人；2016年

成功18人；2017年成功14人。

不过，工作人员也表示，这其中

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关键要看被

救助者能够提供多少有效信息，

“一般来讲，越早发现线索，寻亲

的成功率越高”。

人海茫茫
不放弃任何可能性

人海茫茫，大海捞针。帮助

一个没有任何身份信息而且无

法有效沟通的流浪者寻亲，是一

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为此，市救

助管理站将特殊流浪人员的照

片等信息录入民政部的全国救

助寻亲网及公安部的全国打拐

平台，与“今日头条”公益寻人项

目合作，将未找到家人的特殊流

浪者信息全部录入，通过“互联

网+”的弹窗技术寻亲。

但寻亲工作还远远没有结

束。“许多无主精神病人的DNA

都有录入系统，但都未能比对

上。”小邱告诉记者，入院后的每

月回访成为挖掘信息的关键环

节，“当时说不出来，不代表后来

说不出来”。

市社会福利中心负责人表

示，寻亲之路没有终点，希望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让这些特

殊流浪人员早日回家团圆。

（记者 林富榕 林恩炳）

石狮市救助管理站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今年已有5名特殊流浪人员找到家人——

离散多年，
他们终于盼来了团圆

李仁庭帮妻子付玉敏穿棉鞋

本报讯 与母亲发生争吵

后，一名11岁的小男孩拉开

小轿车的车门，逆行冲入高

速路，边跑边哭。2月11日下

午1时，泉州高速交警一大队

民警在沈海高速公路惠安路

段巡逻时，在滚滚车流中看

到了这个身穿蓝色羽绒服的

小男孩，立即将其带离高速

公路。

经民警安慰，小男孩情绪

逐渐稳定下来。原来小男孩

读小学四年级，今年11岁，家

住厦门。当天在车上和母亲

吵架后，下车赌气要步行回厦

门。经民警耐心开导，小男孩

称母亲的车就停在惠安收费

站外广场。民警随后找到其

母亲。

据小男孩母亲介绍，小男

孩父亲出差未归，自己又要去

温州开会3天，与孩子商量后，

让他到惠安一个学堂学习3

天，开完会再回来接孩子回家

过年。小男孩答应了，可到了

惠安后却反悔了。发生争吵

后，小男孩突然拉开车门逆行

往高速上跑，待她停好车后已

看不到其踪影，车又不能逆行

上高速寻找，正急得跟热锅上

的蚂蚁。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成二煌）

小男孩与母亲吵架 拉开车门冲入高速路

本报讯 2月9日下午，惠

安交警大队东桥中队在辖区东

岭镇东岭执勤时，一名没戴安

全帽、骑着无牌摩托车的老人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当民警将老人拦下时，闻

到了一股酒味，身经百战的民

警怀疑老人涉嫌饮酒驾驶机动

车，当即将其带回中队作进一

步检查。果然不出民警所料，

老人酒精呼气测试的检测结果

为24mg/100ml，属饮酒驾驶机

动车。随后，民警对老人身份

核查发现，老人已经74岁了。

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

稀”，民警对老人进行耐心劝

导，向其详细讲解了交通安全

知识，并责令其家属照看好老

人，杜绝再发生类似行为。在

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的原因，

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600元、免

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惠安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年

满70周岁的老人禁止驾驶普通

摩托车，应将普通二轮摩托车驾

驶证换为轻便摩托车驾驶证。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

凯佳 张驰）

古稀老人酒后驾驶无牌摩托车

本报讯 2月9日，晋江市内坑镇黎

山村的村民张先生放养在空地上的5头

黄牛集体失踪，经历6个小时的寻找未

果。张先生报警后仅半小时，内坑派出

所民警就通过监控追踪，帮他把5头牛全

部找回。

据张先生称，当天下午4时许，他家

的3头大黄牛和两头小黄牛都不见了，找

了6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只能报警求

助。民警调取了事发周边的监控，发现5

头牛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于下午5时许

从黎山村路口经过，横穿两个路口后，沿

着五七路、锦兴路慢悠悠地行走，路上的

车辆纷纷减速停车避让，还好没有造成

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最后，这群牛走

进内坑中学附近的一处空地。民警赶到

时，这5头牛还在空地上吃草。

“没想到，报警才半小时就找到了！”据

张先生介绍，其父亲5年前开始养牛，老人

家靠卖牛奶挣点零花钱，这群价值数万元

的牛更是陪伴老人家的精神寄托。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金坛 杨煜煌）

本报讯 2月10日8时30分左右，莲厝公路站5名
春运值守人员在上路巡查中发现，祥芝水产市场与国
道G228线（原省道S201线）连接通道路段，因前段时
间破路开挖埋设管道后，回填沙石压实不足，雨后路
面出现下陷的情况，影响过往车辆通行。尽管该路段
不属公路部门管养范围，但考虑到临近春节，不好找
到原来的施工人员及时赶来“补救”，几名养路工遂上
前代劳。设置好警示围堵标志、挖除塌陷路段淤泥、
运来填补路面的碎石，约一小时，该下陷路段得以及
时修复。 （小康 东太）

1.如何申请参加新市民积

分？

答复：可持身份证及居住证
前往居住地镇办新市民积分窗口
填写表格提出申请。因诉求者未
办理居住证，故提醒诉求者需先
办理暂住登记，暂住登记满半年
后申领居住证。

2.身份证可提前多久办理换

证手续？

答复:一般情况下可提前一
两个月办理身份证换证手续，详
情可咨询派出所户籍室。

3.厦门医院生育后可否报销

新农合？

答复：若就诊医院属于新农
合报销范畴，可携带报销材料前
往人力资源大厦2楼新农合窗口
报销，新农合生育报销所需材料：
①疾病证明书；②出院小结；③长
短期医嘱单；④医药费用发票；⑤
住院费用总清单；⑥参合人社会
保障卡；⑦结婚证、准生证、户口
本，无准生证需前往户籍所在地
村委会开具生育情况证明，详询
新农合窗口（83010969）。

4.如何申请白内障免费摘除

手术？

答复：根据2018年的政策，现
新农合无免费的白内障手术可申
请。咨询市残联（88702220）得
知：现仅有华侨医院可免费治疗
白内障，到华侨医院就诊可携带
身份证、新农合卡免费申请白内
障免费摘除手术，泉州的医院无
法申请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5.能否在石狮办理协议离

婚？

答复:若双方均非石狮户籍，
则无法在石狮办理协议离婚，仅
能到石狮法院申请诉讼离婚。

（石头 整理）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反

映：世茂摩天城小区内及小区

对面马路上，近期夜间经常有

人燃放烟花爆竹严重扰民，希

望有关部门能禁止市民在世茂

摩天城小区及附近燃放烟花爆

竹。

部门回复：2月7日，市公安
局接到市民反映后，立即组织
民警到摩天城周边实地走访。
周边群众表示，近期确实听到
有人燃放鞭炮的声音，但无法
辨认何人燃放。据市公安局工
作人员介绍，钞坑片区、世茂摩
天城已于 2017年纳入“禁炮
区”，今年“尾牙”前后，公安机
关共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22
起。其中在钞坑中路某小吃店
门前查处1起，但针对部分居民
意识有待加强，且闽南地区半
夜搬家有燃放烟花爆竹的风
俗，许多居民还存在侥幸心
理。工作人员表示，灵秀镇派
出所将联合钞坑村委会及世茂
物业加强禁炮宣传，加大对周
边燃放烟花爆竹的查处力度，
争取将禁炮工作落实到位。

热线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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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公交车班次
春节假期均将减少

“12345”热线
春节“不打烊”

雨后路面下陷
养路工及时修复

本报讯 2月11日8时，石

狮消防大队接到群英中路新华

友大厦一业主报警称，其3岁的

孙女不小心被反锁在房间里出

不来，担心小孩发生意外，遂求

助于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湖

滨中队立即出动1部多功能抢

险救援车和6名官兵前往现场

救援。

5分钟后，消防官兵到达事

发现场，向业主了解情况。据业

主介绍，被反锁在屋内的女童只

有3岁大，因门锁锁芯损坏，房门

打不开，必须对门锁进行破拆。

担心被困小孩年龄太小，强行破

门可能伤及小孩，消防官兵只好

使用开门器等工具，对门锁进行

破拆，一点一点地把门撬开。

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消防

官兵终于将反锁的房门打开，小

孩奶奶急忙进屋，发现小孩安然

无恙立刻抱起她，并不停地向在

场消防官兵连声道谢。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女童被反锁房中 消防官兵撬门救出

五头牛失踪6小时 民警监控循踪找回

12345�部门回音

禁炮区
有人燃放烟花爆竹
部门回复：将加大查处力度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反

映：在鸳鸯池公园警务室前空地

上，每天早上7:00便会有晨练的

市民在此用喇叭大声播放音乐跳

舞。

部门回复：市园林环卫管理
处针对市民反映情况进行了实地
考察，并协调工作人员与晨练市
民进行商议。最终，晨练市民表
示愿意前往公园深处锻炼，避免
噪音滋扰附近居民休息。

（本组稿件由石头整理）

晨练跳舞
噪音扰人清梦
部门回复：已与晨练市民协调

福建新闻名专栏

爱 心

本报讯 2月5日，永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收到一

封来自外省的感谢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消费者黄某英为了准备结婚所需的喜糖，

于今年1月16日在湖南老家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

的巧克力糖果，但发现部分糖有虫茧、白色网状物等

异物，而部分喜糖已经送给亲戚了，心里很难受。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黄某英向永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投

诉维权。收到投诉材料后，永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高

度重视，积极联系消费者小英，按照有关程序第一时

间对被投诉食品企业进行检查，留存相关材料，并指

导该公司主动加强销售环节管理。1月29日，在接到

投诉的当天，被投诉食品企业就将1000元赔偿款转

账到消费者小英的银行账号。

“我的亲戚朋友说被投诉的食品生产企业是外

省的，相关单位最后一定会不了了之。”消费者黄某英

在信中表示，没有想到永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能如此

迅速高效地解决其投诉，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发来感

谢信点赞。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蔡建新）

永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帮助消费者维权
省外消费者
发来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