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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十二週年暨第七届理事就职庆典隆重举行
热烈祝贺

旅澳臺蓮埭同鄉會第七屆董事會芳名錄

蚶江镇人民政府
蚶江镇归国华侨联合会
莲东村党支部、村委会
莲中村党支部、村委会

莲西村党支部、村委会
石壁村党支部、村委会
莲埭村老年协会
石壁村老年协会

石狮市莲埭小学校董会
石狮市第八实验小学（莲埭小学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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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石狮同乡总会

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
莲江林氏宗祠理事会
比干莲埭分会
莲埭合兴南音社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祝贺单位

“故乡梦未圆，寻亲路不止。”3

月1日起，自本报《印尼华侨泉州

寻亲“我的老家”在哪里？》一文刊

登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特别是，《石狮日报》微信公众

号的相关推送文章引起了石狮、晋

江市庄子文化研究会以及漳州市

严氏宗亲会的关注。严姓，源于庄

姓，故有“庄严一家”之说，宗亲为

印尼华侨寻亲奔忙，故事动人。

石狮庄氏：

广泛转发寻亲信息
昨日，记者致电石狮市庄子

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庄金锰

先生。据他介绍，3月1日当天，在

看到《石狮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

后，他立即在宗亲微信群、民俗专

家群转发《石狮日报》推文。

考虑到石狮没有严姓宗亲聚

居的村落，根据《石狮日报》微信

公众号的推文的提示，寻亲的方

向在漳州的可能性会更大，庄先

生立即与他的好友，漳州市严氏

宗亲会秘书长、《漳州市严氏谱

牒》主编严永亮电话联系。在得

知严主编已经着手寻亲事宜，并

基本可以确定印尼华侨的老家为

龙海严溪头后，庄金锰长舒一口

气。

“目前在石狮居住的庄严宗

亲约有1千多人。每年的春节、清

明和中秋宗亲们都有三次聚会，并

在每年清明时节组织几百人前往

永春湖洋祭祖、扫墓。”庄金锰告诉

记者：“很希望宗亲严清发尽快找

到老家，完成其父亲的心愿。”

漳州严氏：

村民积极配合寻亲
昨日，记者再次与严永亮取

得联系，他向记者讲述了为印尼

华侨严清发寻亲过程中遇到的一

件暖心事。

2月初，严永亮闻知严溪头社

有一严姓的村民祖上有去南洋的

家族史的事，立即赶往该村民

家。该严姓村民取出保存多年的

已经去世的父亲在新加坡出生后

接种疫苗通知单和年轻时候的相

片。从脸型、五官等处观察，该严

姓村民父亲的相片与严清发的父

亲严万成确有几分相似。

“年纪相仿、长相相似，严父

会不会是1929年严清发的祖父

严金安送回老家交由亲人抚养的

两个儿子之一？”严永亮接过接种

疫苗通知单，该通知单有包括中

文在内十数种各国文字，立即拍

下照片发往印尼，因接种证明上

明确记载严父出生于1930年，出

生地为新加坡。这些都与严清发

的介绍情况不同。严永亮查对了

2004年重编的严氏谱牒，谱牒上

记载的严家渊源也与严清发一脉

不相符。虽然是空欢喜一场，但

是该严姓村民积极配合寻亲的故

事值得肯定。

华侨感动：

远在他乡有宗亲
印尼华侨严清发在福建为数

不多的朋友吴镇沙受托与严永亮

联系，表示“无论寻亲的结果如

何，我一定要到严溪头走一走，尽

快帮远在印尼的华侨严清发先生

了却一桩心事。”

3月4日，吴镇沙特地从工作

地霞浦赶到龙海严溪头，先到提

供线索的严姓村民家中，表示谢

意。后又到位于严溪头社的严氏

家庙，拍下照片准备传给严清发，

也与严氏族长和老人协会会长等

严氏宗亲合影。

当天下午，吴镇沙在严永亮

陪同下前往漳州龙文区东坂社严

金龙的家中做客。严金龙祖辈从

严溪头迁徙到东坂，早年有亲人

移民印尼谋生，因此他对寻亲一

事也很关注。严永亮对严金龙和

吴镇沙说：“通过这次印尼寻亲，

知悉漳州严氏在印尼有族亲，很

希望同在异乡的族亲能够相识交

流。”吴镇沙立即把这一消息告知

严清发。严清发得知后也特别高

兴。 （记者 洪亚男）

本报讯 3月14日11时35分，

泉州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接

到指挥中心报警称，泉南高速上行

（泉州往三明方向）60公里+700米

处，一挂车起火，民警火速赶往现

场。

民警和消防员经过近两小时

的救援，将大火扑灭，道路也恢复

正常。据驾驶员栗某介绍，当天

上午他驾驶豫R牌重型半挂车

从水头装载了一车的香菇和少

部分瓷砖、油漆准备前往河南省

新乡市。谁知道开到事故地

点，半挂车的轮胎突然起火导

致整辆车燃烧起来。驾驶员栗

某发现着火后立即报警，将车

停在应急车道，并把拖头与挂

车分离后继续驾驶拖头往前

开，所以火势未蔓延到车头，

本次事故亦无人员伤亡。

（记者洪亚男通讯员刘闽华）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

映，延年路裕华大厦多个楼层空调外机铁架摇摇欲

坠，存在安全隐患。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昨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裕华大厦高八层，除

一楼外每层均安装有多台空调外机，而包裹空调外机

的铁架均已成褐色且腐蚀严重，不少铁架下方铁皮已

几乎与铁架脱离。“楼下就是人行道，万一掉下来可怎

么办啊！”走访中，附近商户表达了对空调外机存在安

全隐患的担忧。“再过段时间到了台风天，肯定会掉！”

附近一商户对记者说。

据了解，相关部门已介入协调处理。

（记者 张泽业）

1.孩子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现

欲为孩子办理新农合参保手续，

是否可立即持新农合卡到医院办

理报销？

答复：出生90天内的新生儿
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障期从其出
生之日算起。故家长为孩子办理
完参保手续，信息录入完毕后，可
直接前往任意农业银行柜台为孩
子办理新农合卡，届时直接持新
农合卡到医院结算报销。

2.六年免检车辆通过网络申

请领取到了年检标志，现行驶证

是否还需盖章？

答 复 ：经 咨 询 车 管 所
（88586126）得知，六年免检车辆
申领完年检标志贴纸后，行驶时
无需再盖章。

3.港澳台居民如何在石狮办

理居住证？

答复：办理居住证需提交：
⑴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
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大陆通行证；
⑵提交下列证件或材料之一：①
合法稳定就业：工商营业执照、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
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
就业的材料等；②合法稳定住所：
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
件、购房合同或房屋出租人、用人
单位或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
明；③连续就读证明：学生证、就
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
就读的材料等。

4.如何变更税务登记证的法

人信息？

答复：可携带公司营业执
照、章程、现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到
行政服务中心税务局窗口办理。
详情可致电行政服务中心税务局
窗口咨询，电话：82229001。

（玲娥 整理）

本报讯“没有支付宝、没带银行卡，无法完成缴
费？”近日，有多位市民向本报热线和12345反映，在行

政服务中心公安局出入境窗口办理港澳通行证时，由

于窗口不收现金、且不支持微信支付，缴费时还需找

人代付，建议窗口增加现金支付或微信支付方式，进

一步便捷群众办理证件。

日前，记者走访了位于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的出入

境窗口，询问窗口外的导巡台人员得知，该窗口确实

只支持支付宝和银行卡支付，而窗口旁的自助签注一

体机支持现金缴费。一旁待办群众向记者表示，由于

上了年纪，不懂得使用支付宝，银行卡更是没有随身

携带，来办事只能找办理同样业务的人帮忙缴费，自

己再付现金通过微信转给对方。“如果窗口也能使用

微信缴费，就方便多了！”

出入境窗口虽已开通支付宝电子缴费功能，方便

了大多数年轻人，但仍有部分群众生活习惯是使用微

信。群众有需求，为何没增设现金或微信缴费渠道？

记者从窗口工作人员处获悉，由于全省公安出入境证

件收费实行统一管理，目前全省仅支持支付宝和刷卡

缴费。

对于群众建言，石狮市公安局出入境大队也早已

向上级汇报，目前正在等待上级单位协调处理中。

（记者 庄玲娥）

《印尼华侨泉州寻亲“我的老家”在哪里？》追踪

石狮漳州“庄严一家”携手为印尼华侨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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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石狮新闻110”（上图二维码）即可报料、互动、咨询

热线追踪

不收现金不支持微信
出入境办证缴费不方便

仅支持支付宝和刷卡缴费

延年路裕华大厦

空调架摇摇欲坠
路过市民需小心

医院二楼采血处
消防烟感罩未摘
卫生健康局督促逐一排查
“这里消防烟感罩没有摘

除，一旦起火起不到作用，希望

能尽快协调处理。”日前，市民

来电反映：石狮市医院新院二

楼采血处的消防烟感罩未摘

除，存在安全隐患，望部门协调

处理。

获悉此事后，卫生健康局立

即展开调查。经核实，石狮市医

院新院消防验收后，消防烟感罩

正逐一摘除中，现二楼采血处消

防烟感罩已先行摘除。接下来，

卫生健康局将督促市医院尽快

对全院的消防烟感罩进行重新

逐一排查，确保每一个烟感器安

全运行。

鸳鸯池公园
池塘附近路灯不亮
园林环卫管理处勘察维修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鸳鸯

池公园里池塘附近的路灯不亮，

存在安全隐患，请部门处理。

接到通知后，园林环卫管理

处立即安排人员进行现场勘察

并维修。

西环路西灵路交叉口
货车长期违停
交警大队现场整治处理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西环

路与西灵路交叉路口，有许多货

车长期违停影响交通，望部门核

实处理。

接到投诉后，交通警察大队

立即派执勤人员到西环路与石

灵路交叉路口现场整治，并警告

周边货运公司负责人此路段禁

止停车。接下来，交通警察大队

也将结合日常勤务同时有针对

性地进行整治，还道于民，进一

步提高市区的通行能力，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为广大群众出行创

造良好的环境。

（以上稿件由玲娥整理）

挂车高速上自燃
一车香菇烤熟了

12345�马上就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