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热线4
2018年11月9日

兹有“石狮市傲鸿贸易有限
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变更为
“石狮市四季波司登潮贸易有限
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傲鸿贸
易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石狮市四季波司登潮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声

明

兹有“义乌市雷鸣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变
更为“石狮市雷鸣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现将刻有“义乌市雷鸣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石狮市雷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江海美猪肉摊不慎遗失石狮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5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350581600622568，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江海美猪肉摊
2018年11月9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焦辉灯淡水鱼经营部不慎遗失石

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2月26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81MA2XX3FK8F，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焦辉灯淡水鱼经营部
2018年11月9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威达童装店不慎遗失原福建省石

狮市地方税务局2009年9月10日核发的《临时税

务 登 记 证》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359002197511152018，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威达童装店
2018年11月9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霸龙商贸有限
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变更为
“石狮市霸龙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现将刻有“石狮市霸龙商贸
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石狮市霸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声

明

项目一：蚶江村西组角头道路修缮工程，施工进行
邀请招标。被邀请单位：福建铭泰集团有限公司、中建

协和（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宁川（宁德）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项目二：蚶江村东组角头道路修缮工程，施工进行
邀请招标。被邀请单位：福建省得兴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福建省银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安市第二

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三：蚶江村前垵角头道路修缮工程，施工进行
邀请招标。被邀请单位：福建省筑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福建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建振豪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资质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企业资质。

公示时间自2018年11月9日至11月12日，对邀请

名单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监督机关申请核查。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15559595735
招标人：石狮市蚶江镇蚶江村民委员会

2018年11月9日

村集体建设项目公告

11月8日，石狮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大队的几位民警显得特

别高兴，当然，更为高兴的是永宁

港胞陈先生，因为国家移民管理

局答复了石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大队的一份“特殊请示”，同意

陈先生的大女儿往港定居。“这下

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了！”

石狮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负责人介绍，这份“特殊请示”是今

年5月份往上呈报的。“依据国家

政策，未满18周岁的孩子可以申

请随父母到香港定居，但陈先生的

大女儿在申请时已超过18周岁，

不符合申请条件了。但我们了解

到陈先生家庭的特殊情况后，便积

极与上级联系，将他们的特殊情

况、特殊困难向上级反映。”

据介绍，陈先生系石狮永宁

人，2012年9月定居香港，其妻子李

女士与小女儿也于2017年3月定

居香港，而大女儿申请时年龄已超

18周岁，故无法申请，只能留在石

狮。但其大女儿系二级智力残障，

且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及“精

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控

制，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亲人照顾。

由于去香港的探亲签证只能3个月

多次，为了照顾大女儿，陈先生在无

法将她接到香港照顾的情况下，只

能让妻子回石狮照顾她，这给他们

的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

在得知陈先生的特殊家庭情

况后，石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领导和经办民警及时将情况

向上级汇报，争取上级部门支持，

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部门批

准，在去年为陈先生大女儿办理

了1年多次的签证。与此同时，

该大队逐级呈报国家移民管理

局，提交请示相关证明材料。国

家移民管理局日前批复同意陈先

生大女儿申请往港定居。

“终于不用再担心照顾大女

儿的问题了。”开心之余，陈先生

对石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热心为民的服务表示感激。

（记者 林春凯 通译员 蔡英贤）

本报讯“我出门打了个电
话，那只猫一直围着我转，没想

到一口咬了上来。”11月6日，市

民郭女士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

映，11月3日晚她的右小腿被一

只猫咬伤，打狂犬疫苗需花费约

1500元，但无人承认是肇事猫的

主人。对此，郭女士十分气愤。

事件发生在西环路容卿路

段附近。36岁的郭女士称，当时

她正接打一通电话，发现一只猫

围着自己转，也没有太在意。突

然右小腿一阵刺痛，那只猫已经

咬了上来。郭女士连忙回家用

肥皂水清洗，发现右小腿处有一

处猫咬的牙印，渗血并轻度肿

胀。当晚，郭女士前往市医院打

狂犬疫苗。

次日，郭女士重回现场找到

了这只肇事猫。“这只猫毛发挺

干净的，不像是流浪猫。”郭女士

表示，自己曾向路边一家家私店

询问，但店方否认系养猫方。期

间，郭女士也曾向派出所报警，

但无直接证据也难以维权。

郭女士表示，自己对维权已

不抱希望，但这只猫已发生攻击

人的行为，希望伤人事件不要再

重演，也请相关部门加以重视。

（吾提）

本报讯 近日，宝盖派出所

辖区多次出现野猴踪迹。有

市民报警称见一只野猴在马

路上乱窜，追赶车辆和行人，

咬车辆轮胎，影响交通。更有

甚者还会打人，具有一定的攻

击性。

民警出警到现场时，该猴

子已不知去向。据了解，这几

日多次出现在市区的这只“猴

哥”身上并无项圈、绳索之类

的东西，应该不是有人豢养。

不少市民出于新奇会追赶拍

摄野猴，却不料“招惹”到它。

记者注意到，前段时间，本

报曾报道过一头野猴频频在

市区多个地方出现的情况，相

关部门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

进行抓捕，但均未成功。该猴

是否与上述野猴是同一只，警

方表示，不能确定。

警方提醒：猴子毕竟野性

难驯，市民若与它们“狭路相

逢”，最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

离，不要随意投喂，以免被其

误伤。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琦榕）

本报讯 昨日下午，第十七次

泉州市见义勇为模范暨见义勇为

志愿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泉州

市公安局举行。石狮市华林酒店

职员党国华，石狮市一轩船务有

限公司船员郭成进、水手郭团、船

长郭国防被评为泉州市见义勇为

模范；石狮市一轩船务有限公司

轮机长蔡文琛、船员郭增吟、水手

郭精民被评为泉州市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和先进群体。

2017年11月17日20时，“闽

福鼎渔02188”收到预报“18日下

午海上有十级风浪将至”，便迅速

收回渔网，从福建省台山返航福

鼎避风。当天晚上风平浪静，到

了次日凌晨6时许，当渔船行至

宁德市七星岛西北侧海域时，船

员林通发现海域情况突变，超强

风浪竟提前席卷而来，让他顿时

惊恐失色，迅速叫醒还在船舱中

沉睡的其他船员，众船员一听不

妙纷纷往外跑，并将气垫筏随身

拿走。

不到两分钟，这艘造价180

万元、72吨重、可抗9-10级台风

的渔船便被无情的风浪掀翻，4名

船员幸而逃出坐在气垫筏内，随

海浪漂浮，看着滔滔风浪，内心充

满恐惧，等待命运之神的抉择。

11月18日6时40分，蔡文琛

等人驾驶新货船“晨扬19”轮从上

海返回石狮石湖港，途经宁德七

星岛西北侧水域时，通过望远镜

发现一艘渔船翻扣在海面上，4个

船员抓着气垫筏在海上漂着。蔡

文琛见此情况，立刻组织船员郭

增吟、郭成进、郭团、郭精民、郭国

防等5人准备救援，指挥货船迅

速向渔船靠近，在十级风浪中，船

员们冒着雨顶着风浪，向遇险的

渔民抛下救生圈和绳索等救生设

备，一个小时后终将4名渔民救

起。冬天天寒水冻，4个渔民全身

湿透，脸无血色，浑身直哆嗦。蔡

文琛等人赶紧拿出热水和衣服，

让渔民们御寒。

救援结束后，因海域又起十

二级左右的风浪，为安全起见，蔡

文琛驾驶轮货船向平潭休整，并

联系4名渔民家人，于11月19日

10时驾船到达石狮，到当地派出

所报警。

此外，我市获得泉州市见义

勇为模范的还有华林酒店职员党

国华。6月3日凌晨4时，石狮市

华林酒店旁的一家小吃店内突发

火灾，正在酒店值班的保安党国

华发现后，立即带着灭火器赶往

小吃店灭火。由于深夜，附近人

员稀少，火势迅速蔓延越来越大，

党国华一边扑火，一边呼喊酒店

值班人员打119报警。看到小吃

店内有两罐液化气罐，一旦发生

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党国华不顾

安危两次冲入店内将液化气罐抱

到外面，然后继续灭火直至消防

官兵与湖滨派出所民警赶到，才

将大火成功扑灭。由于党国华有

效控制住火情，避免了人员伤亡

及重大财物损失。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李肇兴）

泉州召开见义勇为表彰大会，石狮多人受表彰——

怒海救援尽显英雄本色

本报讯 连日来，石狮各中小

学积极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

动，广泛举行消防知识讲座、火灾

逃生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推进

消防工作社会化，全面增强中小学

生的消防安全素质和应对突发火

灾事故能力。

第三实验小学举办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通过介绍不同类型火灾

发生的原因及火灾预防等消防基

本知识，并以大量翔实的案例重点

讲授了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及正确

报警、灭火器的使用、火场逃生自

救互救等方面的急救措施。

在锦尚琼山中心小学，随着一

阵急促的警报铃声响起，全体师生

按照既定的紧急避险逃生疏散演

练预案进行逃生演练，学生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沿着学校指定疏散路

线快速前行，有序撤离到校园广场

的安全地带，整个演练活动紧张有

序、有条不紊。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本报讯 日前，石狮消防大

队举行消防站开放日活动，石

狮蓝天幼儿园师生“零距离”体

验消防，学习消防安全常识。

师生参观了消防车辆及

器材装备，与消防车、消防器

材进行“零距离”接触，消防员

为师生们讲解了车辆特种器

材和个人防护装备的用途、性

能、参数。学生们纷纷争抢靠

前，亲手摸摸、试试，部分学生

还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亲身体

验了消防服的穿着。期间，消

防员向学生们讲授了预防火

灾的基本常识和灭火扑救的

最佳方法，以及如何正确拨打

119报警电话、如何逃生自

救。此次消防站开放活动，以

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有效激

发了孩子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的热情，增强了师生的消防安

全教育意识。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温彩真）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花园路两侧车辆违停严重，

尤其是17点至19点的时间段，常常引起交通堵塞，望

部门核实处理。

根据群众投诉，交通警察大队已派人员到花园路

现场进行整治。该大队将在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市民

文明交通意识的同时，结合平时的勤务工作，有针对

性地对上述现象进行整治，还道于民。

（以上稿件由玲娥 整理）

花园路违停严重
交警现场整治

1.异地户籍人员能否在石

狮办理临时身份证？

答复：临时身份证需回户籍
地派出所办理，无法异地办理。

2.如何申请低保？

答复：低保户申请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由户
主或委托村民小组先到村里填
写《福建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申请审批表》，并提供相
应的材料：（1）居民户口簿、居民
身份证；（2）残疾人需提供残疾
证；（3）结婚证（离婚证）和户口
证明；（4）家庭收入证明；（5）民
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
关证明和材料。初审过后再逐
级上报（由村送至镇再送至市里
审批）。

3.他人可否代办身份证业

务？

答复：身份证业务需要本人
前往办理，无法他人代办，详情
建议向户籍地派出所户籍室咨
询。

4.外省户籍转入石狮如何

参加新农合？

答复：户籍迁入石狮后，可
前往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申请
缴纳下年度的新农合费用，待缴
费成功后可持本人身份证前往
任意农业银行柜台办理新农合
卡。 （玲娥 整理）

“这里有一条施工挖掘的沟渠没有处理好，导致

多人通行时摔倒。”日前，市民致电12345便民服务热

线反映：宝科路宝盖科技园锦盈大厦门口电力施工时

挖掘了一条小水沟，雨天积水覆盖，已有多个行人通

行时未看到沟渠摔倒，望及时覆盖此处小水沟或设警

示标志。

接到通知后，石狮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立

即前往现场勘察，确认上述路段开挖有一条宽60厘米

的缆沟，长度约为路面一半，另一半则用板围住（该部

分已恢复水泥路面）。沟内虽已有回填土，但因当天

下着小雨，经雨水冲刷，有部分回填土被冲走，导致积

水，现场偶尔会看见小车陷入沟中。

见状，电力工作人员立即通知负责该处的施工队

尽快到达现场。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将回填土流失的

部分用安全警示带围起来，并引导车辆往旁边可以安

全通过的部分行进，保证现场安全。

当晚7时，施工队到达现场后，先将路口另一侧的

板拆除，移动至另一侧还未恢复水泥路面的部分，并

钻孔固定，留出半个没有积水的平整路口，保证车辆

安全通行。同时，将积水抽掉，并回填沙土至地面等

高，为了防止其他意外，设立了改道牌，提前警示车辆

从安全的路口出入，避免发生碰撞。经过一个小时的

修复，该沟渠已被填平。对相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市

民给予点赞。

施工沟渠未回填
人车通行存隐患

电力公司及时修复填平获赞赏

公民道德建设�助人为乐

12345�部门咨询

12345�马上就办

热线提醒

关注“119”消防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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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均定居香港，自己因超龄无法申请往港定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逐级呈报国家移民管理局——

特事特办！残疾女孩获准往港定居

石狮各中小学积极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演练疏散逃生 构筑校园安全

幼儿园师生参观石狮消防大队

野猴频频到市区“遛弯儿”

女子路边打电话被猫咬伤

“9路公交车可以更改路线，

经过峡谷旅游路吗？”日前，市民

来电反映：9路公交车部分路线

与拥军旅游线及5路公交车重

复，且乘客较少，建议更改9路

公交车路线。因现峡谷旅游路

的游客及车辆较多，市民建议将

9路公交车路线更改途经峡谷旅

游路直达市区以便改善交通。

部门回复：交通和城市建设
局已将建议记录起来，现9路公
交车只有2辆车在运行，要考虑
原线路的村民出行，如要更改线
路需经过实地考察，按客流量的
需求及线路的合理布置再统一
规划，以便改善交通，方便市民
出行。 （玲娥 整理）

9路公交车
可否经行
峡谷旅游路？

12345�部门回音

“小区7号楼电梯又出故障了！”日前，锦峰花苑业

主来电反映7号楼的两部电梯经常故障。

接到通知后，宝盖镇下村干部和村委会人员立即

到现场查看了解情况。据物业公司人员反映，该栋楼

近期有几户在装修，经常载些家具和装修材料之类的

东西，有些碎屑掉落卡到凹槽，致使电梯门出现卡顿

等故障。下村干部要求物业公司尽快请维修人员上

门检修，并定期检查电梯运行情况。

小区电梯故障频发
宝盖协调物业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