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热线

4

年 月 日

2018 8 10

民生
热线

高温
“烤”验，我们如何应对？
我市相关部门多管齐下，
保障高温期间作业人群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立秋”节气已过，但副高势力
依然强势，暑气仍存，晴热持续，不
少市民感叹天气进入了“高温超长
待机”模式。持续高温下，环卫工、
建筑工、快递员等作业人群在户外
迎“烤”，我市相关部门共同发力、
多管齐下，保障高温期间作业人群
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高温天有保障：

工作场所 33℃以上
每月 200 元高温津贴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相
关部门在5月份就已发文要求我市
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高温津贴按
标准发放，只要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且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
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以下的，均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标准
为每人每月200元或每人每天9.2
元，发放时间为5月-9月份），且不
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冲
抵高温津贴。
据悉，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
（工资）的组成部分，支付高温津贴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违规不发
高温补贴的单位，劳动者可以向我
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
为了保障高温天安全作业，相

关部门也深入生产车间、施工工地
等高温作业第一线，重点针对露天
作业现场、高温高湿作业现场、建
筑工地等高温作业企业进行劳动
保护、生产条件状况和职工生活、
后勤保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职业
危害因素，第一时间向企业行政和
上级工会反映，督促企业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加以整改。

添加“石狮新闻110”（上图二维码）即可报料、互动、咨询
陶先生，
你的钱包在这儿

高温天有关怀：

在鸿山公园被拾获，
请速到派出所认领

用人单位各尽所能
有招也有爱

每天送绿豆汤给车间职工、
给车间装空调风扇降温、带环卫
工人去体检、送冰西瓜慰问工人
……走访中，记者发现，为切实做
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我市
用人单位也各尽所能，慰问一线
作业人员。
“这种天气扫一会儿地，衣服
就湿透了，不过仍必须及时清扫，
不能让垃圾影响环境。”酷暑之际，
作为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的防暑
降温工作广受市民关注。记者从
市园林环卫管理处了解到，针对高
温酷暑天气，我市园林环卫管理处
督促环卫工企业做好防暑工作。
除了要求落实5月-9月每人每月
200元高温津贴，还为主次干道的
环卫工每人送去一份防暑降温药
品，并安排一次免费体检，确保安
全度夏。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陈海鹏）

工会全面启动
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除了要求用人单位落实高温津
贴发放，我市也于今年6月份全面启
动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市镇两级工
会纷纷组织人员深入到企业车间、
道路维护、建筑工地、拆迁现场等作
业一线，开展“清凉一夏”防暑降温
慰问活动，将凉茶、菊花茶、金银花
等防暑降温物品送到坚守一线的户
外高温作业人群和职工手中。同
时，嘱咐职工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
外出作业，注意劳逸结合；并要求用
人单位进一步改善作业条件和环
境，切实保障职工安全健康权益。
此外，不少镇总工会还在职工
服务中心等适宜场所设立“清凉驿
站”，每天免费为辖区职工提供凉

石狮新闻110

践行群众路线：群众的些微小事，我们的头等大事

茶和防暑药品。由石狮日报社、石
狮市总工会、泉州“一元公益”共同
设立的近50家“狮城爱心茶站”也
已默默奉献两年有余，为室外工作
者提供免费茶水。

高温天有清凉：

石狮便民 12345
服务热线
石狮日报新闻热线
13959900888

“吃瓜”
比赛 立秋
“啃秋”
8月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所谓“秋”意味着暑
去凉来，然而我市仍然高“烧”难退，不见凉意。立秋之日，中
国民间有“啃秋”习俗，就是吃西瓜“啃”去余夏暑气。当日，我
市一农场开展了一场“啃秋”吃西瓜比赛，迎接凉爽秋季的到
来。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每年立秋之日，他们都要“啃秋”，而
且都要等到立秋时节再吃西瓜。图为立秋之日，人们“啃秋”
盼凉爽。
（见习记者 李荣鑫）

本报讯“失主应该是来公园散步的，丢了钱包一
定很着急，希望能尽快送回失主手中！”8月8日晚10
时左右，鸿山派出所协勤小谢与朋友到鸿山公园散
步，在公园门口拾获一个男士钱包，后交给鸿山派出
所。
小谢拾获的这个钱包里有少量现金、一张医保
卡、两张身份证，还有多张银行卡。其中一张身份证
名为陶于红，重庆市石柱县人。据悉，当晚小谢拾到
钱包后，和朋友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但都没等到丢失
钱包者。由于时间太晚，无法找到鸿山公园的工作人
员，只好暂时把钱包带回派出所，交到民警手中。
当晚，民警通过查询系统，多方查询仍未找到有
关失主的任何联系方式。在此，希望失主陶于红看到
本报道，速速到鸿山派出所认领。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雅妮）

12345部门回音

乘坐公交车
可否微信支付？
回音：
预计年底投用

12345民生咨询
1.行政服务中心上班时间是
几点？
答复：行政服务中心上班时
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2.8月1日后汽车购置税是
否下调？
答复：经与国税局纳税服务
科（83133199）核实，目前暂未接
到汽车购置税下调的通知，8月1
日后下调减半的是节能、新能源
车船的车船税。
3.如何办理购房落户手续？
答复：若持有房产证及购房
合同原件，可直接携带以上材料
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带上
结婚证，有孩子的带上孩子的出
生证）到户籍室窗口办理，届时
无需再通过系统查询房产信
息。若无房产证及购房合同、或
产权文件抵押在银行的，需民警
通过系统查询房产信息后才能
办理落户。
4.可前往何处注射狂犬疫苗？
答复：市民可前往宝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凤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华侨医院接注射狂犬
疫苗，其中华侨医院为夜间接
诊。
5.凤里街道户籍市民欲前往
大学报到，学校要求提供兵役
证，应至何处办理？
答复：经咨询凤里街道武装
部（88781911）后得知，需先携带
一张一寸照片到户籍所在地社
区或村委会办理兵役登记证，该
证件经社区或村委会盖章完毕
后，再携带至镇办武装部盖章即
可。
6.如何注销个体税务登记证？
答复：需先登报挂失，后携
带报纸及经办人身份证前往税
务局窗口补发证件再办理注
销。补发及注销手续可当场一
次性办理，另若此前有领用发票
及税控设备，需携带发票及税控
设备前往办理注销。
7.如何办理婚检？
答复：婚检对象应携带男女
双方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一寸
单人免冠彩照各3张至嘉禄路第
二实小对面（路路通旁）的计生服
务站（88782853）进行婚检。婚检
必须在结婚登记前检查，检查报
告一般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领
取，属自愿原则。 （玲娥 整理）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静荧服装店不慎

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6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 正 本 ，注 册 号 ：
350581600163695，特 此 声 明 作
废。
石狮市静荧服装店
2018年8月10日

一封
“写”
了两遍的《感谢信》

爱福建新闻名专栏心

“当灾难降临到我们这个家
时，上天伸出了仁爱之手，天使般
的你们来了……”近日，本报收到
了一封《感谢信》，与众不同的是，
这封信“一式两份”由不同人书写：
一份由患病学子房能轮的母亲赵
远琴书写，另一份则由他人誊写。
两份内容一致，旨在感谢社会各界
对房能轮的关爱与资助。
事情还得从今年 5月份说
起。房能轮是一位来自贵州省普
定县特困“精准扶贫户”的14岁
学生，就读于石狮市第八中学初
二年段。今年5月份，房能轮身
体不适，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到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看
病，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若
实施骨髓移植手术，所需医疗费

用30多万元。
在获属此情况后，石狮八中
校领导立即向石狮八中石狮校董
会反映，校董会立即伸出援手，决
定以校董会的名义向房能轮同学
捐助30000元；蔡佳定、蔡华谈、王
仁奖、蔡华读等校董各捐助10000
元。7万元的善款解决了房能轮
一家的燃眉之急。《石狮日报》刊
登相关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菲律宾乐善堂委托本
报记者转交5000元善款送到房能
轮父母手中、晋江衙口定光庵捐
助5000元。此外，房能轮父母通
过众筹的方式向广大社会爱心人
士求助，筹得善款6万多元。
一笔笔善款确保房能轮得到
及时的治疗。记者昨日联系房能

轮母亲赵远琴获悉，其儿子目前
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
疗，病情已得到稳定，不日即将出
院，但仍需长期服用药物并且定
期复检。“治疗半年后复检，若情
况良好则无需手术，反之则需要
实施骨髓移植手术，费用很高。”
昨日，赵远琴在电话中说，十分感
谢各界爱心人士对其一家的帮
助，因此在儿子病情稳定后，写下
《感谢信》分别向各方寄出，“我的
文化程度不高，字写得不好看，自
己写完一遍之后，又请人重新抄
了一份，一并寄出。”
“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
们的感激之心，我会尽一切力量
去争取，让儿子用大家的爱、用顽
强的毅力战胜病魔，早日回到校
园，不负众人希望！”赵远琴在信
中写道。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日前，市民致电12345反映：有的市民出门没带零
钱，导致搭乘公交时不太方便，建议公交车上可使用
微信支付，方便市民。
部门回复：对于该建议，市公交公司已向泉州公
交公司反映过，因微信平台正在完善，微信支付投入
预计在年底可以使用，望市民谅解。
客运中心站外
车辆违停辅道
回音：
将加强整治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经常有黑的司机（摩托车、
私家车均有）将车辆违规停放在石泉二路客运中心站
小卖部门口的辅道绿化带上，造成交通不便。
部门回复：接到市民反映，市交警大队已派主班
人员到现场整治。下一步将结合平时勤务进行有针
对性的整治，还道于民，进一步提高市区的通行能力，
为广大群众出行创造良好的环境。
玉浦花苑

小区地下室漏水
消防栓没法供水？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玉浦花苑因地下室漏水，导
致开发商将小区消防栓供水关闭，这样反而存在安全
隐患，望有关部门协调处理此事。
部门回复：经宝盖镇工作人员向小区物业了解
到，玉浦花苑地下室漏水可能是由于地下消防管道存
在漏水现象。与开发商进行联系后，对方表示由于地
下管道维修较困难，已经联系专门的消防公司，将尽
快完成维修，望业主耐心等待。
（以上文字由玲娥整理）

高温天气
小心山火
本报讯 8月8日11时26分，
位于祥芝镇赤湖村2区附近的松
树林突然起火，火势蔓延，消防官
兵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
置，扑灭了大火。
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一处
松树林正冒着浓浓青烟。为了及
时控制火势，指挥员下令出动一
支直流水枪对现场大火进行扑
救，最终经过 10分钟的紧急扑
救，成功将明火扑灭。随后，中队
官兵深入起火林地现场进行翻
扒，在彻底排除火灾隐患后，撤离
了现场。
火势被控制后，消防官兵在
撤离现场时，告诫现场群众夏秋
季节应注意防火安全，严防火灾
事故的发生。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12345热线回访
上月刚被查，
这月接着开——

便利店内
暗藏
“黑网吧”

大一学生无证驾车 被拘留 7 日并罚 1500 元
本报讯 半个月后就能拿到
驾驶证，但因手痒便无证驾驶机
动车上高速。8月9日，今年18
岁、福建福清某高校大一学生周
某在安顿好患有精神疾病的母
亲后，依法面对行政拘留7日、罚
款1500元的处罚。

今年3月25日上午9时许，泉
州高速辖区永春收费站入口处，
二大队民警发现周某驾驶的闽C
号牌小型汽车停在路边，形迹可
疑。经检查，周某并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

据周某称，其今年18岁，永春
桃城人，是福建福清某高校大一
学生，已经通过驾考科目三的考
试，4月 17日即可领到驾驶证。
事发当天上午，周某想去泉州玩，
便找朋友余某（不知情）借车准备
开往泉州。

考虑到周某是一位在校大学
生，其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常
年在外。警方经请示上级同意后，
允许周某推迟至暑假再来处理违
法行为。警方依法对周某处以行
政拘留7日、罚款1500元的处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闽华）

夫妻离婚
“情未了”合伙买卖驾驶证分数
本报讯 钟某和前妻黄某虽
已离婚，但经常合伙挣钱，替人销
分，买卖驾驶证分数。这一次栽
了，两人一起进了拘留所。
8月7日上午11时22分，泉州
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晋江南交通
违法处理窗口，一名男子在8号窗
口处理车辆违法时神情紧张、言辞
闪烁。民警吴梦婕发现，该男子手

持王某身份证及王某名下轿车行
驶证，准备处理“王某”本人的违
法。但经过仔细核对男子身份和
使用身份证设备识别仪识别，男子
长相与户籍登记的“王某”略有不
同。民警进一步询问其身份时，男
子果然露出马脚。男子不是王某
本人，只是替王某处理交通违法。
四大队凌副大队长经过进一

步核实信息，男子真实身份为钟
某。在询问室，钟某的手机微信提
示音不断。民警检查了钟某微信
聊天记录，一再狡辩的钟某在证据
面前不得不承认其违法行为。
原来，8月6日前妻黄某联系
钟某，两人谈妥一笔替人销分买
卖驾驶证分数的买卖。钟某与车
主王某长得有几分相似，再加上

黄某上次介绍的销分生意，赚了
4000元，于是钟某应允下来，将
王某的证件信息暗记于心。
8月8日，晋江市公安局以提
供虚假证言对钟某处以行政拘留
6天并处罚款200元，其前妻黄某
某同案犯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旖
旎 林云媚）

本报讯 日前，有
市民致电12345便民
服务热线反映，曾坑
社区高照路一家便利
店内藏有一处黑网
吧，对此市文体旅游
广电新闻出版局执法
人员7月30日曾前往
核查并予以取缔，但
昨日记者走访时发
现，黑网吧竟死灰复
燃，小小隔间内有 5
名孩子正在上网，一
名还在排队！
昨日下午，根据
市民反映信息，记者
来到位于曾坑社区高
照路的这家便利店
内，刚踏入店铺记者便听见从店面后方传出孩子玩闹
的声音。以购物为由，记者循声前往查看，发现在售
货柜后方竟大有乾坤，一个木门微掩的小隔间内竟坐
着6名孩子，5名孩子正在上网，另一个还在排队！从
外表判断，这6名孩子均未成年，五平方米左右的隔
间内烟雾缭绕，其中两名孩子还抽着烟。
据了解，7月30日，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
版局执法人员曾前往该便利店进行核查。执法人员
表示当时并未发现有营业现象，已要求便利店老板现
场拆除5台电脑设备，并承诺在未取得有关部门相关
证照前不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但昨日
记者走访时，该便利店内藏黑网吧恢复运营，五台电
脑都没闲着。对上述情况，记者向12345便民服务中
心进行反馈。
（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