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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好祺（泉州）商贸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石狮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2015年12月23日核发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本，有效期限：2015年

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22日，负

责 人 ：周 春 妹 ，许 可 证 编 号 ：

SP3505811310050377，特此声明作废。

好祺（泉州）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关爱老年群体，留住

“最美夕阳红”。由石狮日报社、

泉州一元公益团队主办，石狮市

园林环卫管理处协办的“一元爱

心摄影 定格最美‘夕阳红’”活

动，将于10月14日上午在石狮市

龟湖公园举行，共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石狮城市文

明新风采，形成全社会养老、孝

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目前，相关

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

“老人们都非常开心有这样

的活动。”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9月底活动启动以来，便成为

了许多市民群众口中的热议话

题，大家纷纷表示了赞许与支

持。泉州一元公益团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招募活动自启动以来，灵

秀、鸿山、蚶江等乡镇的老年人纷

纷响应。“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灵秀

镇港塘村老人会，当我们走进会

长办公室说明来意，他马上通知

会里的其他老人，老人们都很高

兴。”据悉，前期准备过程中，负责

登记报名的志愿者与老人们亲切

交流，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并将

老人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记录下

来，以便日后有针对性地去为这

些老人提供志愿服务。

据悉，本次活动的拍摄对

象还包括了环卫工群体。“或许

在如今许多年轻群体的眼里，

拍摄一组婚纱照并不难，但对

于不少年轻时便背井离乡来石

务工的环卫工群体来说，这样

的公益活动不仅让他们感受到

石狮的‘城市温暖’，也会成为

他们在石狮的难忘回忆。”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给老

人家们送上快乐，让他们感受到

大家的关怀。”许女士是一名普通

上班族，昨日通过电话报名成为

“留住‘最美夕阳红’”公益项目活

动的志愿者。这个周末，她将前

往石狮市龟湖公园，所负责的工

作是在活动现场引导55周岁以

上的“夕阳红”夫妇们进行摄影的

前期准备。记者获悉，本次公益

摄影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单

位、团体的大力支持，包括，福建

泉州小时候蜂业有限公司、泉州

鸿啸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华

诺印花科技有限公司、优酷针织、

石狮正料养生汤馆、石狮市渔见

鲜食品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泉州

市分公司、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

校、北京同仁堂石狮中医馆、石狮

为发圆梦造型会所、石狮市科普

工作者协会、石狮市摄影家协会

等。

另悉，活动目前仍缺乏摄影

师、化妆师志愿者。望社会爱心

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帮

助老年群体完成心愿的同时，倾

听、分享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动人故事，并以此向社会传达

更多正能量。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陈培林）

详询：
18359896366（胡女士）
13906999776（王先生）

关爱老年人群体 留住“最美夕阳红”
本周日将在龟湖公园举行公益摄影活动；继续招募摄影师、化妆师志愿者

福建新闻名专栏

爱 心

本报讯 一场秋雨一场凉，在昨日一场秋雨和冷

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市气温下降明显，街头不少市

民已穿起长袖子的衣服。

记者昨日从石狮气象局了解到，我市天气未来三

天都是多云，气温19-25℃，15-16日有一次降水过

程，预计今天还有8-9级阵风，13-14日东北风5-6级，

阵风7级。气温高低起伏较大，早晚气温较低，市民一

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一场秋雨一场凉
未来几天早晚较凉

本报讯“希望受表彰的同
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也希望

全市个私协广大会员向受表彰

的单位和个人学习，共同营造全

社会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浓厚

氛围。”10月10日下午，石狮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石狮市个体私营

企业协会党支部召开2018年“金

秋助学”表彰大会，对在2018年

“金秋助学”活动中涌现出的各

界爱心人士给予表彰。

金秋助学，爱心永铭。今年

8月，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石

狮市私营企业协会党支部继续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组织爱心

人士一行22人赴安溪、永春、德

化等地，对10名贫困大学生进行

现场捐资助学，捐助金额达21.8

万元。助学活动中，爱心人士不

辞辛劳，酷暑前行，慷慨解囊，如

泉州市莉莎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的李维婷女士不仅自己单独资

助两名贫困学子，还发动其爱人

和儿子各资助一名贫困学子。

近年来，李维婷女士及家人共帮

助了10名贫困大学生，捐助金额

达22万余元。

据了解，石狮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原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石狮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自2006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以来，截至目前，共捐助131名贫

困学生圆梦大学，助学金额达

180余万元。这些受资助的学子

很多已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他们当中有的考取了国家公

务员，有的走上三尺讲台，还有

的成为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或企业负责人、高管等。

记者随同石狮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石狮市私营企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回访这些曾经受资

助的贫困学子时发现，他们在

各个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勤

勤恳恳，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感恩石狮爱心。如2006年资助

的湖南省桂东县贫困学子黄国

安，接到江苏大学法学专业录

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既激

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多年的寒

窗苦读没有白费，难过的是大

学费用没有着落。了解到黄国

安的情况后，石狮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原石狮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石狮市个体私营企业协

会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泉州市

百旺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雄，并组织前去走访帮扶。在

资助黄国安大学四年学费的同

时，百旺超市还每年暑假安排

黄国安在公司勤工俭学，减轻

其学习生活费用。

“十分感谢石狮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原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石狮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等单位开展的捐资助学活动，使

我圆了大学梦，成为了一名国家

公务员！”如今已在江苏省南通

市海门法院上班八年的黄国安，

近日接到石狮市个体私营企业

协会工作人员的电话时，依然

十分感动，“感谢陈建雄先生的

大爱之举，祝愿石狮人民幸福安

康！”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王金国）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个私协召开2018“金秋助学”表彰大会

13载捐资助学路 131名贫困学子圆梦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致

电12345热线反映：西港村煤

场运煤经过永祥路西港路段

时滴洒漏严重，未清扫影响环

境，望部门予以处理。

从记者昨日上午走访的

情况看，位于锦尚镇西港村西

北方向入口的永祥路旁有两

处堆煤场，煤场出口即为永祥

路辅道，两处煤场的出口均有

大量煤渣堆撒，并有车辆运输

痕迹，滴撒的煤渣绵延数十

米，雨后沾染公路路面，影响

车辆通行。值得一提的是，这

两处煤场均未设围挡与遮盖，

上方已长出杂草。

就上述情况，市12345便

民服务中心已要求锦尚镇有

关方面调查处理。本报也将

继续跟踪报道。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实习生 蔡钧铭）

1.电动车上牌需要提供什么

材料？

答 复 ：经 咨 询 车 管 所
（88586126）得知，电动车分电动自
行车及电动摩托车两种，若是电
动自行车上牌需提供车行销售发
票、保险单、车辆合格证（合格证
上需显示12项指标）、车主身份
证；电动摩托车上牌与一般摩托
车上牌手续一样，提供保险单、车
行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主身
份证办理。

2.港澳通行证一年一签是否

意味着一年中只能前往一次香

港？

答复：一年中可以多次前往
香港，一年一签的签注使用完毕
后，欲再次前往香港只需重新进
行签注即可。

3.应前往何处调取退伍军人

入伍档案？

答复：如需调取本人入伍相
关档案，可持身份证原件到石狮
市档案馆查询。若是石狮建市前
入伍的应向晋江档案馆查询，建
议市民致电石狮市档案馆查阅中
心（88717123）咨询档案是否在石
狮。

4.外省的B类驾驶证是否可

在石狮办理换证？

答 复 ：经 咨 询 驾 管 股
（88586126），外省的B类驾驶证可
在石狮办理换证手续，携带身份
证及驾驶证到车管所办理即可。
（注：若在石狮办理需将其驾驶证
转入才可办理。）

5.如何办理新农合注销？

答复：可本人携带身份证到
濠江路行政服务中心新农合窗口
办理注销，若由他人代办，可到村
委会开具退保证明并盖章，后将
该证明交至新农合窗口。

6.异地户籍儿童能否在石狮

办理身份证首次申领？

答复：身份证首次申领需回
户籍地办理，无法异地办理。

7.重庆户籍市民在石丢失驾

驶证，应如何补办驾驶证？

答 复 ：经 咨 询 驾 管 股
（88586126）后得知，持身份证前往
交警二中队办理即可。

（玲娥 整理）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八七路特特水果店门口下

水道堵塞，致污水横流，望部门核实处理。

获悉此事后，生态环境保护局水务处管理维护股

工作人员立即协同维护队到达现场调查。现已疏通

清理完毕。 （以上稿件由玲娥整理）

下水道堵塞
路面污水横流
水务处立即疏通清理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林边小

学对面有一小区，小区内化粪池

污水溢出，严重污染环境，望部门

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经湖滨街道工作
人员核实，具体污水来源于一房
地产宿舍楼，目前社区已经和该
宿舍物业管理人取得联系，对方

表示已和房地产公司协商完，正
在联系工人进行清理，将于最近
几天完成。

（玲娥 整理）

本报讯 10月10日18时许，

惠安大队东桥中队民警在辖区

巡逻结束后驱车返回中队，刚行

驶到中队门口，就听到一声巨

响，一辆轿车一头撞向路中的花

圃。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便闻到

驾驶员张某浑身酒气。经司法

鉴定所鉴定，张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鉴定结果为240.55mg/100ml，

涉嫌醉酒危险驾车。

据了解，驾驶员张某是河南

人，目前在一家企业当驾驶员。

10日下午他与老乡小酌几杯后，

便驾车准备返回公司。因酒劲

发作，开到东桥交警中队门口撞

上了花圃，“自投罗网”。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

凯佳 张驰）

本报讯 许多粉丝都

希望亲临现场聆听自己喜

爱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一

票难求的时候，骗子就开始在网上兜售演唱会门票趁

机行骗。这不，家住安海前蔡村的小王就“踩了坑”。

听说周杰伦要来泉州开演唱会，作为资深歌迷的

小王蠢蠢欲动，可是9月17日演唱会门票却一票难

求。不过小王很“幸运”地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一群

友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能帮忙代购门票。小王加了

对方为好友，一番商量后，小王于9月18日至19日期

间，共转账5880元给对方购买5张门票。小王和对方

不过是微信好友，付款后的第二天小王便觉得不靠

谱，提出要退款，但没想到对方微信、语音通话都不回

复，这让小王慌了神，于9月21日报警。

警方于10月10日下午3时许，在泉州鲤城区将嫌

疑人黄某（男，35岁，泉州人）抓获。据黄某交代，他并

没有所谓的内部购票渠道，收到小王的转账后他便用

于自己的债务还款。警方还了解到，还有另外2名受

害人也被黄某给骗了。黄某的总涉案价值超过1万

元。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凌龙 朱运培）

热线提醒

微信购买演唱会门票
“粉丝”被骗5880元

本报讯 驾车在山崖前发生

翻车事故后，驾驶员徐某没有报

警，看到民警赶来还连连后退，

这是怎么回事呢？

10月9日上午7时40分，泉

南高速A道50KM+300M（离码头

高速出口3公里）处有一辆小货

车发生事故翻车。接到报警后，

泉州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立即赶到现场。只见一辆闽C牌

照小型货车冲出护栏，斜停在护

坡上，如果再往前开出2-3米就

是山崖，十分危险。该驾驶员站

在护坡外不停地打电话却不报

警，看到民警到来还不自觉地后

退了几步。

“什么时候发生事故，有受伤

吗？你过来跟我说下情况。”民警

处理事故时，驾驶员却连连回避

民警的问题，称自己要先处理车

上的货物。当民警要求其出示证

件时，驾驶员称在车上要找。民

警靠近驾驶员时，发现其脸色泛

红，身上带有酒气，同时发现该驾

驶员的驾驶证尚在实习期。

民警：“你是实习期的驾驶

证，不能独自驾车到高速路上行

驶的。”驾驶员：“有人（三年以上

驾龄）和我一起啊。”民警：“人

呢？”驾驶员：“刚才在副驾驶座，

现在走了。”“你有什么情况最好

如实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调

取监控。作伪证是要接受法律

处罚的。“在民警严厉教育下，驾

驶员这才老实交代了事故发生

的经过。原来，该驾驶员姓徐，

今年1月才考取驾驶证，其驾驶

的小货车今年四月刚贷款购

买。8日，徐某和晋江某快递公

司达成一笔运输零担货物的生

意。生意谈成非常高兴，就和快

递公司的人一起吃饭喝酒，喝到

凌晨1点结束。”徐某在明知道隔

天5点多要运输货物的情况下，

还是和对方喝了6瓶啤酒，就这

样带着酒劲独自上了路。途经

该路段时想超车却没有成功，一

时用力过猛就撞上了护坡。

经测试，徐某体内的酒精含

量为38mg/100ml，已涉嫌酒后驾

驶。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闽华）

12345�马上就办

拆了围栏留螺丝
过往车辆易扎胎

凤里街道协调清除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群英南路狮仔山拆迁的围

栏拆除后螺丝未移除，过往车辆轮胎易扎破，望尽快

处理。

接到通知后，凤里街道工作人员马上协调狮仔山

改造指挥部前往拆除未移除完的螺丝，现已清除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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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祥路西港村路段
煤场出口 一地煤渣

小区化粪池
污水外溢
回音：物业已联系清理

醉驾司机“自投罗网”撞向交警中队旁花圃

货车山崖前翻车 司机咋不敢报警？
原来是实习驾驶员酒后驾车

12345�记者核实

又见高空抛物
竟含厨余垃圾

湖滨街道介入协调

楼上的住户图省事直接把垃圾“空投”下来，方便

了自己，却让楼下的住户遭了殃，该行为既不文明又

污染环境。日前，又有市民来电反映：步行街湖尾堂

街有一住户经常高空抛掷垃圾，这次除了生活垃圾，

还有厨余垃圾。市民希望部门能协调处理，杜绝高空

抛物行为发生。

经湖滨街道工作人员协调，物业已派清洁工去清

扫，并逐户询问，但无人承认，物业将加强监督巡查。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厝上村菜市场内有一鸡鸭

屠宰点，气味扰民，望部门核实处理。

接到投诉后，锦尚镇与相关部门立即前往现场查

看，发现该处屠宰点清洗鸭毛所用材料经查验是可食

用型松香甘油酯，该材料在熬煮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气

味。已要求经营者更换其他味道较小的材料来替代，

并要求其每天早晚两次对经营场所进行消杀去味。

厝上菜市场
鸡鸭屠宰异味扰民

锦尚镇责令经营者整改

小区外公共车位
被周边店铺圈占

村委会联手物业整治协调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嘉禄东路一小区门口的公

共停车位被周边店铺用摩托车、石墩等占道，望核实

处理。

经龙穴村委会现场调查、了解，该公共停车位由小

区物业自行管理，物业保安将每隔2小时进行巡逻，对

出现电动车、摩托车违规占道现象进行制止、劝说、引

导。在村委会、物业、店铺商家的共同协商下，店铺经营

者也表示今后会注意电动车、摩托车辆的停放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