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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 证 明 港 前 村 村 民 李 贞 国（身 份 证 号 ：
359002196401052038）有石结构自建房屋一宗，地址位于石
狮市锦尚镇港前中区15号，坐落于东至李文峰宅、西至李
道针宅、南至村路、北至空地，用地面积32.64平方米，建筑
面积为32.64平方米。经核实，该房屋系李贞国所有及使
用，无存在异议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
地手续，现由申请人李贞国提出申请对该房屋进行移位翻
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于见报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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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予以办理移位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
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锦尚镇港前村民委员会 2018年12月7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有“石狮市祥芝镇莲坂

村民委员会”因公章变形缺

损，本村委会现将刻有“石狮

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的

旧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18年12月7日

声

明

兹有“福建省煜祥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变

更为“福建省祥玖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现将刻有“福建省煜祥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福建省祥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海清峰小吃店不

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11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 副 本 ， 注 册 号 ：

350581600693709，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海清峰小吃店
2018年12月7日

遗失声明

石狮市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装修工程进行公

开招标投标人应具备有效的不低于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资质或贰级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和《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7日 至2018年12月12日

联系人：小张 联系电话：15880702307
石狮市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年12月7日

招标公告

本报讯 今日节气大雪，寒

潮来袭。据福建气象昨日发布

的强冷空气预报，受强冷空气影

响，今天夜里起全省气温将有明

显下降，最低气温的过程降温幅

度西部、北部可达7至9℃，局部

超过 10℃；其余地区 5℃至

7℃。另据石狮市气象局昨日发

布的重要天气预警报告，受冷空

气影响，我市气温将持续下降，

过程降温幅度5℃至7℃，8至10

日最低气温较低，13℃左右。

据悉，12月4日夜间，弱冷

空气已到达我省，早晚能感觉到

温差较为明显，但中午时分大部

分地区气温上升。而从今日起，

强冷空气来袭，8至10日最低气

温较低，南平西部北部、宁德西

部北部、三明西部和龙岩西北部

可达2℃至5℃；中南部各市沿

海地区12℃至16℃；其余地区

8℃至12℃。北部地区局部将

出现寒潮；西部、北部地区的部

分县市有霜或霜冻。此次降温

幅度大，加上未来连续的阴雨天

气，更加感到湿冷。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起沿海

有8至9级的东北大风，7日起沿

海风继续加大，阵风将达9至10

级。昨日，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沿海大风警报”，7至9日，沿海

东北风6至7级阵风8至9级。

请注意防范沿海大风对航运、滨

海旅游和渔业等行业的影响。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通

讯员 林联发）

本报讯 连日来，市园林环

卫管理处组织园林工人对全市

行道树进行“刷白”防护，给树

木穿上“冬衣”，增强行道树抗

寒防冻防虫能力，“刷白”过程

中，市园林环卫管理处还要求

园林工人给每棵树标定基准

线，统一“刷白”高度为1.2米，

使“刷白”几乎成一条直线，增

加整体美观效果。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李淑云）

今冬首个寒潮来袭 气温创新低
我市气温将持续下降，过程降温幅度5℃～7℃，8至10日最低气温较低，13℃左右 “一家子太苦了！”12月4

日，锦尚镇卢厝村的村干部卢

鸿源对记者说道。原来，卢厝

村村民许光利身患恶性肿瘤，

正在泉州二院治疗，高昂的医

疗费让其一家愁眉不展。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许光利19岁那年遭遇了

车祸，一条腿被截肢，多年前其老婆不堪重负离家出

走，其弟弟又患有精神障碍，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一直

依靠政府低保生活。原本许光利以为一家子生活不

会再起波澜，却不想病魔降临在45岁的他的身上，原

本依靠药物维持的身体又检查出恶性肿瘤，并逐渐在

扩展，高昂的医疗费，让一贫如洗的这个家更是雪上

加霜。

病魔无情，人间有情。获悉村民许光利的不幸遭

遇后，卢厝村“两委”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帮扶渠

道帮助许光利一家。同时，陆续有爱心人士闻讯前来

捐献善款，帮助这一家人渡难关。

当日上午，记者跟随卢厝村主干来到许光利家。

在一层平楼前，许光利的老母亲卢秀琼正在收拾房

屋，许光利的弟弟在一旁洗衣服，两人都愁眉不展。

“我希望哥哥能够好起来。”许光利的弟弟蹲在墙

角，看着前来探望的人，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在一

旁的卢秀琼红着眼睛，哽咽地说，“大儿子如今在医院

救治，二儿子精神又有问题，家里花光所有的积蓄尽

力给大儿子治疗，我实在是走不开，这叫我们一家怎

么办啊！”特地前来捐献善款的石狮市杆头圆通庵的

爱心信众，和卢秀琼坐在一起，鼓励她要坚强，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同时送来了17200元善款。

（记者 邱育钦）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交管部门获悉，12月10

日起，第二实验小学附近花园路、华安路、南环路施行

单向交通管理措施，即“交通微循环”，以充分发挥第

二实验小学片区周边路网“微循环”的作用，缓解片区

交通压力。

昨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后获悉，12月10日起第

二实验小学附近道路将发生以下变化——

花园路、花园巷、嘉禄路花园巷至琼林路段、华南

路、南环路部分路段将变为单行车道。其中，花园路

（南环路-八七路）每日16：00-19：00只准许机动车由

南向北行驶，其余时间机动车辆可双向通行；花园巷、

华安路全天只准许机动车由北向南行驶，嘉禄路保持

双向通行；南环路每日16：00-19：00禁止由西往东行

驶的机动车左转进入琼林南路。

根据市交管部门通知，交通管理措施将从2018年

12月10日开始试行，宣传劝导期20天，并于2019年1

月1日开始对片区内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正式抓拍。

（记者 张泽业 庄玲娥）

第四十四条 物业承接查验

前二十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向物

业服务企业移交下列资料，并将

复印件或者电子文档交物业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存档：

（一）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

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

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二）设施设备清单及其安

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三）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通信、有线电视等准许使用文件；

（四）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

业使用说明文件；

（五）物业管理用房的清单；

（六）承接查验所必需的其他

资料。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出

现质量、使用功能问题或者未能

全部移交前款所列资料的，由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物业

管理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限时

整改、移交。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前款所列资

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或者临时物

业管理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物业服务用房

包括物业服务人员办公用房、业

主委员会办公用房、门卫房等，分

别交由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

会无偿使用。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由全体

业主共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变更用途，也不得占用、

转让、抵押。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总建筑面

积千分之二，最少不低于一百平

方米的标准配置物业服务用房；

物业服务用房应当为地面以上能

够独立使用的房屋，并具备水、

电、网络、通风、采光等基本使用

功能和条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

图应当载明配套建设的物业服务

用房的建筑面积和具体位置。商

品房预售许可部门在核发房屋预

售许可证、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

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时，应当审查

此项内容落实情况。 （未完待续）

物业管理宣传专栏
主
办

石狮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
石狮市物业管理站

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13）

本报讯 父女俩在菜市场

被砍成重伤，受伤的小女孩才2

岁。昨日15时50分，晋江公安

发布案情通报。备受市民关注

的晋江陈埭持械砍人案已经破

获。目前，伤者陈某在晋江市

医院住院部接受治疗，小女孩

暂时脱离危险。

据警方通报，12月5日18

时，晋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陈埭镇岸兜村有人持

械砍伤人。接报后，晋江市公

安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

时间派员赶赴现场处置，并通

知120救护车到现场抢救伤

员。伤者陈某（男，1965年出

生，重庆人）及其2岁女儿被送

医救治。案发后，晋江市公安

局迅速启动“三即十快”警务

新机制，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

全面展开调查。12月6日13

时许，逃至西园街道的犯罪嫌

疑人范某（男，1976年出生，龙

岩人）被抓获，作案工具同时

被缴获。经初步调查，犯罪嫌

疑人范某与伤者陈某此前因琐

事起纠纷，范某怀恨在心、伺

机报复，于案发当晚持斧头伤

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范某因

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该案还在进一

步侦查中。两名伤者正在医

院治疗，伤者及家属安抚等

工作也在进行中。

（记者 洪亚男）

本报讯 12月5日上午10

时许，泉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

警在环城高速石狮收费站外依

法对一辆黑色小轿车例行检查

时，发现驾驶员王某身上有酒

味，民警遂对其进行了酒精测

试，结果检测值显示为66mg/

100ml，王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

据王某交代，他今年48岁，

石狮蚶江人，4日是朋友家小孩

的周岁宴，宴会上他喝了约4两

白酒，以为休息一晚就没事了，

当天准备从石狮家里出发前往

惠安工地。民警对王某进行批

评教育后依法对其处以1000元

罚款，记12分，暂扣驾照6个月

的处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

旖旎 卢雄义）

本报讯 下雨天，在泉州湾

大桥上，车速100公里/小时，女

驾驶员韩某低头捡起掉落在驾

驶室的手机，结果把前车撞得不

轻，三厢的小轿车被撞成两厢。

12月5日17时44分，在泉

州湾大桥上行49公里700米处，

一辆小型客车追尾前方小轿

车。接到报警后泉州高速交警

四大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肇

事车辆停在一二车道中间，是一

辆厦门牌银灰色小型客车。由

于猛烈撞击，该车左轮车胎爆

胎，车头损毁严重，无法移动。

被撞的是一辆南平牌黑色小轿

车，三厢的小轿车已被撞成两

厢，后车厢内的物品依稀可见，

停在第二三车道中间。经查，事

故发生时肇事驾驶员韩某从泉

州东往石狮方向行驶，手机在导

航过程中掉落到驾驶室的地板

上，她低头捡手机，由于车速较

快，雨天路滑，撞上前方正常行

驶的小轿车。

民警对韩某危险驾驶的违

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教育，依

法对其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

行车的违法行为作出扣2分、罚

款200元的处罚。韩某承担此

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

旖旎 卢雄义）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石泉二

路一洗车店长期在人行道上洗车，

影响周边居民通行，望部门核实处

理。

当天，宝盖镇城管办执法人员

立即到现场通知业主自行整改，业

主承诺会另择地方配合整改。

（本组稿件由玲娥整理）

1.石狮籍市民身份证丢失如

何补办？

答复：市民可直接携带户口
本到就近派出所户籍室补办身份
证。

2.80岁的老人是否还需要缴

纳新农合？

答复：新农合为一年一缴，无
年龄限制；市民可自愿选择是否
要进行参保，若需参保可前往户
籍所在地村委会缴纳保费。

3.可到何处办理老年人优待

证？

答复：市民可到户籍所在地
的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所
需材料：老人身份证（或复印件）
及一寸彩色近照一张。

4.如何领取失业保险金？

答复：申领失业保险金须提
供以下手续：①失业保险个人缴
纳凭证；②劳动用工合同；③单
位招工表；④失业保险减员分解
表、花名册；⑤个人相片1寸4
张；⑥个人身份证、户口薄原件
与复印件；⑦单位离职证明。（备
注：申领失业保险金必须由单位
在停缴失业保险费的5日内到地
税部门填报减员分解表和减员花
名册）联系电话：0595-88781025，
申领地点：石狮市金盛路人力资
源大厦2楼3号窗口。

（玲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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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厝村民患重病
爱心人士伸援手

持斧砍伤父女二人 行凶者昨日落网
女孩年仅2岁；晋江警方通报案情

“隔夜酒”威力大
4两白酒下肚 睡一晚仍酒驾

永宁镇城管办
扑灭一起山火

本报讯 12月6日，永宁

镇城管中队在辖区巡查中

发现石永二路边一处山火

正在燃烧，火点周围植被茂

密，火势有扩大危险。现场

人员立即组织灭火，并将情

况上报城管办后，附近队员

携带灭火器前往支援，山火

得到及时处置。

据了解，现场过火面积

约100平方米，经过队员们

的奋力扑救，山火终于被扑

灭，在确保火源完全熄灭

后，队员们才离开，继续巡

查工作。永宁镇城管办不

定时组织队员进行消防安

全学习，确保面对突发事件

时能冷静应对。此次行动

中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正

是平时消防安全知识学习

和人员素质提升的成效。

（记者 占婷）

女驾驶员开车捡手机 把三厢车撞成“两厢车”

第二实小周边道路
施行交通“微循环”

花园巷、华安路全天只准许由北向南行驶

日前，市民来电反

映：湖滨路华侨新村内

乱停车辆严重，致附近

居民出行不便，望部门规范管理。

部门回复：接到通知后，湖滨街道和社区已通知
社区巡逻队加强该地段的违规停车劝阻工作，同时研
究在此地段设立文明停车广告牌，大力宣传文明停
车，解决群众出入困难的现象。 （玲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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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部门回音

12345�马上就办

濠江路绿化带
喷水设施损坏
园林环卫管理处全路段排查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濠江路

洪窟路段绿化带安装自动喷水不

合理，多处自动喷水设施损坏，摩

托车骑行时为躲避喷水容易引起

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望部门

核实处理。

接到通知后，园林环卫管理

处已对全路段喷水设施进行排

查，对损坏设施进行更换及维修，

现已维修完毕。

兴学路绿化带
堆放建筑垃圾
宝盖镇责令施工单位清理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兴学路

一建筑工地将建筑垃圾堆放在绿

化带上，望部门核实处理。

获悉此事后，宝盖镇工作人员

立即责令施工单位清理，现已完成

清理。

石泉二路洗车店
洗车占用人行道
宝盖镇责令店方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