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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石

狮市锦尚外线道路工程”，现已在环评单位网站（http://

www.fjest.com/）公示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海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特此公告。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月11日

石狮市锦尚外线道路工程
环评信息公示启事

兹有“石狮霖镔妍服饰贸易有

限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变更为

“石狮市卡丁男孩服饰有限公司”，

现将刻有“石狮霖镔妍服饰贸易有

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作废。特

此声明

石狮市卡丁男孩服饰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声

明

兹证明本村村民施性强有石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于石

狮市宝盖镇杆头村后角区16号，东至本人旧宅；西至路；南至

石皮；北至施天守滴水，经核实该地块系施性强所有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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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由申请人施性强提出申请对该住宅进行就地翻建，如有异

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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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手续。声明凡

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宝盖镇杆头村民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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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从超市购买了普

通气球，并准备了橘子、橙、西

红柿三种果蔬，先将气球充足

气体，而后使用上述三种果蔬

一一作验证。

橘皮汁能瞬间引爆气球！

记者一手挤捏新鲜的橘子，并

靠近饱满的气球，尽量让橘皮

汁溅到气球上，只过四秒，“砰”

的一声，气球发生爆炸，反应十

分剧烈，并且发出清脆的响

声。随后，记者换了一个橘子，

将橘子皮剥开，使用果肉挤压

纯橘汁滴在气球表面，观察一

段时间，并未发生爆炸。

使用橙来作实验，由于不

够新鲜，表面干瘪，未产生足够

量的橙皮汁，气球未发生爆炸；

将橙肉汁滴在气球表面，气球

也未出现异样。

使用新鲜的西红柿作实

验，将西红柿汁滴在气球表面，

气球也未发生爆炸。

（记者 林恩炳 张泽业）

“橘子汁能让气球爆炸！家里吃橘子得防着气
球。”最近，随着橘子大量上市，又有网友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出视频，提醒称“橘子汁弄不好还能引爆
气球”。那么，这是真的吗？为此，记者进行了一番
试验，论证其真假。

实验环境：
常温，室内
实验工具：
橘子、橙、西红柿、气球若干

实验步骤：
1.将普通气球吹鼓
2.挤压橘子，尽量让橘皮汁溅到气球上
3.观察气球状态

关于“橘皮汁引爆气球”，早
前，网友及一些媒体已作过实验。
橘皮汁为何能够引爆气球呢？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副
教授朱碧宁分析认为，气球的

成分是乳胶，成分属于有机物，
而橘皮汁里面含有有机溶剂，主
要是芳香烃，还有一些剂类，跟
气球里面的成分是相溶的，是
相似相溶的。被溶解的气球表

面会变薄，又由于气球内的气
压不稳或者不均匀，在变薄后
的地方局部压力就会释放出
来，这样就会产生气球的爆炸。

除橘子外，橙子、柚子、柠

檬等柑橘内水果表皮，都会造
成气球的爆炸。所以，在吃这
些水果的时候，尽量远离气
球。特别是家有小孩的更要提
防，千万别边剥橘子边玩气球。

实验过程

实验结论 橘皮汁能迅速溶解气球表皮

本报讯 接到陌生电话“领导

喊去办公室谈话”，心慌慌最近也

没犯错，难道要升职加薪了？年

关将近，“亲戚”“领导”都变得活

络起来。别高兴得太早，极有可

能是“假领导”。本周一开始，泉

州市反诈骗中心陆续接到10多

起市民报案，其中损失最大的1

名市民被“领导”骗走10万8千

元。

1月6日傍晚，家住晋江的林

先生突然接到一个131开头的来

电。对方上演“猜猜我是谁”的戏

码，林先生问是不是“柯部长”，对

方给了肯定回答，并让林先生7

日上午9时去他办公室谈事情。

7日上午8时，“柯部长”来

电说有两个领导在办公室，让林

先生晚点再去。过一会又来电

话说要给领导包红包，但是现金

不方便，想让林先生帮忙转2.3

万元到领导的账户上，见面后再

还给他。

林先生相信了“柯部长”的

话，转账后，“柯部长”又来电说钱

不够，还需要2.5万元。林先生便

又转账了2.5万元。转账完成后，

对方又称领导还要6万元才好办

事。林先生便从公司账户上取了

6万元现金转存到对方账户。

三次转账完成，“柯部长”又

说还需要8万元，这时候林先生

才觉得不对劲，赶紧电话联系自

己认识的“柯部长”，这时方发现

被骗，共计被骗10.8万元。泉州

市反诈骗中心民警注意到，近期

出现的此类案件，骗子大量使用

泉州归属地的联通号码，以求得

受害人的信任。

民警提醒，市民接到陌生号

码来电时，或陌生QQ、微信号的

好友申请时，应该提高警惕，更应

想办法辨别对方身份，也可套上

假身份试探对方；遇到他人通过

短信、微信或其他网络手段联系

自己借钱或转款时，先通过电话

或其他途径联系、核实身份；遇上

紧急情况无法联系对方时，千万

不要急于转账汇款，应通过与收

款人有联系的人了解情况，核实

信息的真实性；在平时上网过程

中不轻易将自己或亲友的社交账

号、密码泄露给他人，以防被不法

分子利用；如若发现已经上当受

骗，要立刻拨打110报警。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白炯昕）

本报讯 1月10日14时10

分左右，惠安县小岞镇后内村

环岛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

小车撞到路边护栏摔落田地

并引发火情，车内一名女性驾

驶员来不及逃出，不幸死亡。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小车

还在燃烧，几乎被烧成了铁

架。消防员立即架设水枪扑

火。火灭后，可以看到女死者

的遗体平靠在驾驶室位置。

从现场遗留的痕迹看，小车掉

落之前有急刹的迹象，周围的

路灯、护栏的石柱被撞断。目

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记者 洪亚男）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大北山旅游路两侧有很多

大货车占道违停，影响过往车辆视线，造成安全隐患。

接到市民投诉后，交通警察大队立即派执法人员

到现场进行整治。下一步，在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市民

文明交通意识的同时，将结合平时的勤务工作，对车

辆违停交通违法现象进行有针对性地整治。

（以上稿件由玲娥整理）

1.自建房原有房产证及土地

证，如何更换成新的产权证？

答复：原有的房产证及土地
证均可正常使用，如欲更换新证
需提供重新测绘的图纸及变更证
件的相关证明材料，详细业务建
议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咨询，
电话：88711016。

2.可到何处办理协议离婚？

答复：可到濠江路行政服务
中心四楼民政局窗口办理协议离
婚。

3.石狮户籍市民，办理护照换

证手续是否需要携带户口本？

答复：可直接携带身份证前
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理护照换证
手续即可。

4.应至何处办理车辆年检手

续及所需材料？

答复：超过六年的车辆可前
往闽南机动车年检站或中一汽车
年检站办理年检手续，所需材料：
车主身份证、行驶证及车辆保险
单，车辆需到场。

5.小货车营运转非营运需要

什么手续？

答复：货车营运转非营运需
要有运输证，无运输证的要去南
安霞美车管所办理，若有运输证
的可以直接携带运输证到石狮车
管所办理。

6.如何领取丧葬补贴？

答复：符合我市丧事简办（5
日内办完丧事）相关规定的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60岁以上死亡的才可）身故后，
按身故当月当地基础养老金标准
的20个月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
金，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可至村
委会填写申报表，经由村报送镇
政府，镇政府审批通过后送城居
保按规定发放，城居保窗口咨询
电话：83661267。 （玲娥 整理）

本报讯 陆某四年间，三次

酒驾被查获并被处罚，先后考取

的两本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吊

销，两次被行政拘留。昨日，安

溪警方通报此案。

2018年10月20日中午，陆

某与朋友陈某吃饭，席间陆某喝

了些啤酒。当晚11时，陆某应陈

某的要求送其回家。随后，陆某

持实习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

2018年 8月 24日）驾 驶 闽

DB××88号小型汽车上路。晚

11时36分，途经安溪城关河滨南

路路段，被城区中队执勤民警查

获。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

陆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3.2mg/

100ml，涉嫌酒后驾驶违法行

为。这已经是陆某第三次酒后

驾驶被查获。

经查，2014年10月17日4

时55分，陆某持实习期驾驶证

（初次领证日期：2014年8月27

日）驾驶闽D3××30号小型汽

车在安溪城关益民街龙湖车站

入口处被安溪交警大队执勤民

警查获。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67mg/100ml，涉嫌酒后驾驶违法

行为，交警大队对其作出罚款

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

月的行政处罚，记12分，其驾驶

证尚处在实习期内因记满12分

被注销。2016年5月7日0时

24分陆某又无证驾驶闽D9××

V2号小型轿车，在杏林大桥主

桥路段被厦门交警桥隧大队民

警查获。经检测，其血液酒精

含量为58mg/100ml，涉嫌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陆

某因酒后且无证驾驶机动车被

厦门交警支队桥隧大队作出罚

款2500元，拘留15天的行政处

罚。

目前，公安机关对陆某的交

通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拘留7天、

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处

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朝宏）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市新医

院门口两个公交站点距离医院太

远，下车后还需步行二十分钟，故

建议将站点向医院方向移动。

部门回复：公交车辆运行要
依据市政规划和公交运行线路图
行走，市新医院门口两个公交站
点距离医院太远，交通和港口发
展局将记录起来，进一步和新医
院协调，以便有公交车停靠的安
全地址。 （玲娥 整理）

骗子“抢年”，老招继续用——
“领导喊你去谈话”市民被骗10万8

村集体建设项目公告
项目名称：石狮市蚶江镇水头村民委员会党建活动

室二次装修工程，进行邀请招标。

被邀请单位：中建协工（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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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等级。

公示时间自2019年1月10日至1月14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83131336
招标人：石狮市蚶江镇水头村民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男子酒驾成瘾 四年三次被抓
先后考取的两本驾驶证被注销、吊销，两次被行政拘留

小车撞电线杆翻入沟中起火
女驾驶员不幸身亡

12345�马上就办

12345�民生咨询

12345�部门回音

长福路
下水道冒污水
回音：已做预算尽快维修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长福路

275-277号门口下水道冒污水，望

部门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获悉此事后，湖滨
街道长福社区工作人员立即派维
修工人过去现场查看，并做了维
修预算。将尽快派工人维修疏通
堵塞的下水道。

9路、10路车
可否走行政服务中心？
回音：将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德辉、金沙作为市区中转

站，无公交车可直达行政服务中

心，实在不方便。”日前，市民来电

反映：从德辉、金沙去往行政服务

中心较不方便，市民提出9路、10

路公交车乘客少，建议将9路、10

路公交车改线。

部门回复：从2018年12月1
日起，公交公司投入2辆大客、2辆
中巴10路公交车，从服装城客运
站直达行政服务中心，每30分钟
一班。9路现在调往走新医院
了。从德辉、金沙到行政服务中
心，乘客可以走到新华都乘坐公
交车到行政中心。针对市民建
议，市交通和港口发展局也将根
据实际情况再给予综合考虑。

市医院公交站点
可否移近点？
部门回复：将进一步协调

地下停车场陡坡积水
清洗垃圾桶所致？
宝盖镇现场核查协调处理

“在地下停车场的陡坡处清洗垃圾桶，污水横流，

车辆经过太危险了。”日前，市民来电反映：龙喜华城

物业在地下停车场的陡坡处清洗垃圾桶，而陡坡处无

排水沟，导致现场污水横流，过往车辆易打滑。

接到投诉后，宝盖镇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查看。

经核查，龙喜华城地下停车场陡坡处地下排水管损

坏，导致积水，物业公司已经与工程队联系将对损坏

的排水管进行修缮。

灵秀山上
有人焚烧垃圾

市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灵秀山上金相院至山顶的

路上经常有环卫工焚烧垃圾，存在安全隐患。

经市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确实存在在路边焚烧

垃圾的现象，系保洁人员在保洁工作时候就地焚烧。

工作人员已当即通知灵秀山保洁公司，加强对保洁人

员的管理，特别是安全、文明施工，严禁就地焚烧垃

圾，对已经焚烧后的垃圾进行清理，并要求灵秀山巡

护员对该情况进行巡查，发现情况立即制止。

大北山旅游路两侧
大货车占道违停
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整治

八旬老人误上高速
交警暖心救助

本报讯 1月9日晚10时，有司机报警称：一名老

人正行走在泉州环城高速晋石路段围头疏港支线晋

江南主线附近。泉州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立即

出警，找到了这名老人。

这名老人拄着拐杖，无力地倚靠在应急车道护栏

上，左眼角至颧骨部位还肿了一个大包。当民警询问

其家庭地址以及年龄时，老人神情恍惚，表达断断续

续。根据老汉的叙述，民警得知，老汉住在晋江和平

中路，下午离开家后误上高速。夜里寒冷，走得筋疲

力尽，又在路上摔了一跤，只好靠在路边休息。

民警连忙将老汉扶上警车，送到执法服务站休

息。民警再与老汉沟通时，他这才想起家里的电话号

码，还从身上掏出一本泛黄的工作证，工作证里夹着

他的身份证。民警随即和其家人联系，其儿子正焦急

地寻找父亲，称下午2时就找不到父亲了。

当晚11时30分，其儿子赶到执法站，见到老父

亲，激动地抓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经了解，老汉今

年已经87岁高龄，是退休老干部，患有老年痴呆，下午

独自出门散步，因迷路误上高速。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旖旎 黄张强）

橘皮汁能引爆气球？
这事是真的！
橘皮汁中含有有机溶剂，能迅速溶解气球表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