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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山竹”
一路向西 预计登陆粤琼沿海
福建省防指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未来两天，我市风力逐渐增强，16 日有小雨到中雨

本报讯 “双台风”排队来！
今年第23号台风“百里嘉”昨日上
午8时30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
坡头区一带沿海登陆，第22号台
风“山竹”亦于昨日进入48小时警
戒线，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山
竹”将于16日晚上登陆广东西部
到海南东部沿海。为防范台风对
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指于昨
日18时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
应。另悉，未来两天，我市风雨逐

12345部门回音
湖滨路修路
垃圾进水沟
回音：
人行道铺完后将清理水沟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湖滨路
正在修路，修路时建筑垃圾掉落
至排水沟内，因原本排水沟就堵
塞严重，望部门予以疏通，防止暴
雨时内涝严重。
部门回复：社区会将清理该
处的水沟纳入两委会议程开会讨
论，待湖滨路人行道铺设完毕后
再对该处水沟进行处理。

园林景观施工
沙土冲向路面
回音：
已要求施工方清理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南环路
有一工地不合理排水，将水直接
排到杆头红绿灯200米处，沙土冲
至南环路上，对摩托车通行造成
一定安全隐患，望部门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经交通和城市建
设局现场查看了解，该工地因园
林景观正在施工，排水系统还未
形成，遇到强降雨致顶板覆土流
向南环路，市质监站已要求施工
单位安排人员对流淌的沙土进行
清理，并设置截水截土措施。
（玲娥 整理）

渐增强，16日有小雨到中雨。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
22号台风“山竹”昨日的路径再次
发生调整，受副热带高压的压制，
路线进一步西调，预计未来有可
能先登陆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再
进入南海，向我国华南沿海趋
近。昨晨，“山竹”强度仍为超强
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
级以上（65米/秒），预计，“山竹”
将以每小时 20～25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
大，将于15日凌晨登陆或擦过菲
律宾吕宋岛东北部，15日中午前
后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然后向
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沿海靠近。
气象专家提醒，两个台风先
后来袭，将给华南地区带来明显
风雨，尤其是台风“山竹”未来将
有可能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强
度登陆，破坏力大，公众需提早做
好防御台风的准备。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兰英服装店不慎
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4月 1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2Y4K6D28，特 此 声
明作废。
石狮市兰英服装店
2018年9月14日

声
明

兹有“泉州方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因公章变形缺
损，本公司现将刻有“泉州方
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旧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泉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兹有“石狮市寒梅商贸有限
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变更为
“石狮市楷衣旗服饰有限公司”，
现将刻有“石狮市寒梅商贸有限
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石狮市楷衣旗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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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转移，确保安全；塔吊、广告牌、
脚手架等高空构筑物、设施要加
固防风，防止高空坠物；加强值班
值守，及时发布预警预报。
另据石狮市气象台消息，14
日后期～15日，我市风力逐渐增
强至7～8级阵风9～10级，16日
6～7级，阵风8～9级，后期逐渐
减弱至5～6级。16日我市有小
雨到中雨。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添加“石狮新闻110”（上图二维码）即可报料、互动、咨询
清理马蜂窝
两男子误入高速

贵州少年离家大半年 求助民警回家读书
原想“混好了再回家”
，不料屡受挫折，四处流浪

本报讯“在外面打工真的
好辛苦，我想回家读书了。”17
岁的小肖哭着说道。
9月 12日 9时许，南安市
公安局柳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
便利店的郑某报警称：一个外
地口音男孩说自己肚子饿，郑
某便为他买了饭，男孩说要留
在便利店打工抵账，比较可疑。
“这个孩子身上没有身份
证，除了名字肖某外，其他个人
信息都无法说清楚。为安全起
见，我们先把他带回派出所。”
民警说。随后，民警多次与小
肖交流，通过系统层层筛查，终
于查到小肖在贵州所在地的户
籍派出所。
得知民警终于查找到了自
己的家庭住址，喜极而泣的小
肖才告诉民警他“离家出走”的
整个事情原委。今年17岁的小
肖中考成绩很不理想，被父亲
批评后，感觉很伤自尊。2018
年春节过后，趁父母外出，他拿
着家里的现金，一路乘车向东 因经验少，每份工作都做没多
到了南安柳城。原本想先找份 久就被辞退。无奈之下，只得
工作，等混好了再回家，没想到 带着所剩无几的现金四处流
浪，受到多番挫折后，小肖才真

本报讯 13日14时50分，泉州高速交警二大队
执勤民警巡逻至泉南高速三明往泉州方向霞美路段
时，发现两名男子在高速公路路肩行走，民警立即将
两人带至泉州西收费站，并要求其家属前来将两人
带回。
据悉，这两名男子是江西人，在南安柳城打工，受
雇帮人在高速公路边上的山上清理马蜂窝，清理完工
后因为迷路误入高速公路。看着来往飞驰的车流两
人也慌了，不知道如何下高速，只好稀里糊涂地沿着
高速路边的应急车道行走。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闽华 尤泳尧）
实习女司机上高速
“开过头”
打电话求助

正感受到出门打工的不易。在
跟民警的交流中，小肖泣不成
声，不住拜托民警：“ 把我送回
家吧，我想好好读书了。”随

后，民警将小肖送往南安救助
站。近期，救助站将安排送小
肖回家。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春霞）

女子车祸受伤倒地
民警为她撑伞等待救护

独自出门找妈妈
五岁男孩迷了路
本报讯 9月11日11时许，

有群众报警称九二路路段有一名
5岁小男孩站在马路上不停哭
泣。
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耐心
安抚男孩，并将其带回派出所。
由于男孩年龄较小，无法提供其
家庭相关信息，民警于是将男孩
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寻求网友帮
助，共同寻找小男孩家长。半个
小时后，一名女子匆忙赶到湖滨
派出所，小男孩破涕为笑，一直喊
着“妈妈，妈妈……”，该女子紧紧
地抱住小男孩，泣不成声。
男孩母亲吴女士告诉民警，
她当天带着儿子到石狮和闺密相
聚，由于临时接到一个电话，需要
出门取个东西，就将孩子留在闺
密家房内。儿子浩浩发现妈妈不
见了，心急之下，自己开门外出找
妈妈。吴女士回家后发现儿子不
见了，便发动亲朋好友一起寻找
儿子，却忘了报警。后来朋友打
来电话，告诉她在网上看到了消
息，称其儿子在湖滨派出所，她便
立即赶往派出所。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许冰冰）

根据省、泉州市、石狮市防指
有关要求，今天（14日）18时前，
位于闽中、闽南和台湾浅滩渔场
作业的渔船全部就近到港避风、
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养殖渔排所
有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并做好渔
船、渔排的加固工作；沿海景区
景点、沙滩、海滨浴场和沿海施工
工地要全部关闭，特别是涉海旅
游项目和施工工地要格外注意，
游客要有序疏散，施工人员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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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一名女
子因交通事故倒在地上动弹不
得。一名路过的民警撑着伞为
其遮阳,直到救护车到来，整个
过程持续了约8分钟，被路过的
群众拍下现场图片发到朋友
圈，市民纷纷点赞。
当天11时48分许，南安市

公安局官桥派出所民警庄江霖
到南安水头办完事要回派出
所。在经过官桥镇美人桥头路
段时，发现前方路段异常拥堵
便下车查看。原来现场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女子受伤
躺在地上。
庄江霖立即联系 120，通

知所里民警出警，并安排人员
指挥交通。在等候120救护车
到来的过程中，庄江霖用警车
做防护墙，保护事故现场的安
全，并撑伞为伤者遮阳，直到将
伤者送上救护车，才放心回所
里。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振宜）

12345记者核实
石蚶大道与蚶江大道交界处

大晴天，
污水却积成
“小水潭”
本 报 讯 近 日 ，市 民 致 电
12345反映：石蚶大道与蚶江大道
的交界处污水横流，路面上积出了
个“小水潭”，并且散发出阵阵臭
味，令人难以忍受，影响通行。
为何突然污水横流？昨日上
午，记者赶往现场了解情况。从石
蚶大道左拐进入石狮大道，远远便
闻到一股臭味，污水已蔓延上百
米，并在非机动车道上积出了一个
“污水潭”。由于积水过深，摩托车
均需小心翼翼驶过。
沿着路面查看，记者在人行道

上找到了污水源头，该处仿似“泉
眼”，污水正汩汩溢出。
“已经半个月了吧，天天担心
有人摔跤。”住在附近的老林表示，
“自从这边开始施工后就污水外
溢，可能是污水管道被挖破了，也
有可能是施工淤泥堆积造成污水
管道堵塞。”除了污水，施工遗留的
泥沙因为雨水冲刷到路面，造成路
面湿滑，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赶紧来处理，
恢复道路整洁，让大家能够安全通
行。”附近村民说。 （记者 庄玲娥）

十字路口路面塌陷 路基冲刷殆尽
在较大安全隐患，市民希望相
关部门能尽早修复。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市民
反映的路段，发现塌陷的坑洞
已被好心村民插入高大的树枝
以警示过路车辆。走访中记者

了解到，该处塌陷已有两三个
月，原先坑洞直径只有半米左
右，但有一天一辆小汽车不慎
陷入洞中，不仅车辆同侧的两
个轮胎报废，司机请了拖车才
把车辆“救出”，而且造成更多
路面出现塌陷。目前，塌陷处
已慢慢形成一个直径约一米、
深近半米的坑洞，而且洞口附
近的路面也出现较大裂痕。
“这边经过的车辆很多，白
天还好，大家能看到树枝，懂得避
让，晚上路灯昏暗时就经常有人
被坑。”附近村民告诉记者，曾有
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在路口交
会时，为了躲避塌陷处，两辆车竟
撞到了一起，万幸的是摩托车上
的人只是皮外伤。因此，住在附
近的村民便时不时捡一些高大又

12345民生咨询
1.户口本有无到期一说？到期是否需要更换？
更换时需要户主本人前往办理吗？
答复：户口本长期有效，无损坏情况无需换证。
更换户籍本需要户主本人携带户籍本、身份证前往户
籍室办理。
2.职工医疗保险断缴三个月可否补缴？
答复：经与医保中心核实，医疗保险可以补缴，可
携带公章到医保中心填写报表，如有疑问可咨询医保
中心（88571523）。
3.如何补办结婚证？
答复：若以前有办理婚姻登记的，在同一户口本
的，可前往档案馆调取婚姻档案再携带其他材料前往
窗口补办。若无法查询到婚姻档案的，可直接携带户
口本、身份证及照片前往窗口办理结婚登记（新办
理），地址：人力资源大厦2楼婚姻登记处，详情建议拨
打婚姻登记处电话咨询，电话68896689。
（玲娥 整理）

拟申请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蚶江滨海小区附近

本报讯 “再不来修，附近
路面都要塌陷了！”日前，市民
致电12345反映：蚶江恒源小区
与滨海小区交界处有一个十字
路口路面出现塌陷，两个多月
过去了仍无人前来修理，因存

本报讯 9月11日晚上8时30分，泉州高速交警
支队五大队一中队值班民警巡逻到沙厦高速上行181
公里100米处时，发现在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小轿车，
没有摆放三角牌也没有开启双闪灯，甚是可疑。
“您好，请问您的车辆是否出现故障？为何停在
应急车道上？”面对民警的询问，女驾驶员的回答让民
警提高了警惕，“我开着车，错过了高速出口，不知道
怎么办，就停在这打电话向朋友求助。”还会有错过高
速出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驾驶员？查看了其驾驶证、
行驶证后，民警心中的疑虑便有了答案，原来这位驾
驶员是新手，驾驶证还处于实习期内，且车上并没有
老司机陪伴，由于没有驾驶经验，才会停在应急车道
求助。得知情况后，民警将其引导到就近收费站驶出
高速路，并对驾驶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和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
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要有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
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否则实习期内驾车上高
速将会受到罚款150元的处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灿钦）

带着绿叶的树枝来这里插着，提
醒对路况不熟悉的司机注意。
“这里车来人往的，是附近
村民的常经之路。为了减少事
故发生，我曾经想过自己买几
包水泥来补一下，但看到坑洞
下面的情景之后老伴制止了
我。”村民表示，八月底的暴雨
造成附近路面积水严重，大雨
顺势冲到洞里，把道路下方的
泥沙都冲刷殆尽，“这里可能只
剩一块水泥板在撑着了，附近
道路也很有可能被波及而出现
塌陷！”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
看到坑洞下面的确只有几块塌
陷的碎石，水泥路下空空如也。
附近村民迫切希望有关部
门能到场勘察修复，及早消除
安全隐患。 （记者 庄玲娥）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石狮市教
育局同意，石狮市锦尚镇复光小学、石狮市湖滨街道办
事处曾坑小学、石狮市永宁镇萃英小学、石狮市永宁镇
霁江小学、石狮市永宁镇前步小学、石狮市永宁镇金埭
小学、石狮市永宁镇国卿回民小学、石狮市灵秀镇仕林
小学、石狮市祥芝镇后湖小学、石狮市锦尚镇锦东小
学、石狮市育青职业中专学校、石狮市宝盖镇雪上小
学、石狮市宝盖镇玉浦小学、石狮市宝盖镇上浦小学、
石狮市宝盖镇松茂小学、石狮市宝盖镇锦峰小学、石狮
市宝盖镇第二中心小学、石狮市第十中学、石狮市蚶江
镇大厦小学、石狮市蚶江镇古山小学、石狮市蚶江镇溪
前小学、石狮市玉浦小学、石狮市第六中学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由石狮市教育局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8年9月14日起90日内向
该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0595-88767782。
特此公告。
石狮市教育局
2018年9月14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证明本村村民吴华建有危旧房屋一宗，位于石狮市
宝盖镇坑东村二区56号，东至吴华水，西至空地，南至吴章
港，北至吴金钿。经核实该房屋系吴华建所有及使用，无
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
续，现由吴华建之子吴国雄提出申请对该房屋进行就地改
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于登报期间 15天
内向村委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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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
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宝盖镇坑东村民委员会 2018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