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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郑波卤料店不慎

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9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2YJCQR4T，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郑波卤料店
2019年5月14日

遗失声明

石狮市蚶江镇莲西村民委员会拟采购一部自装卸

式垃圾车及一批镀锌环卫桶，现向社会公开招标。

报名时间：2019年5月14日至5月19日
报名地址：石狮市蚶江镇莲西村民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13905982765

石狮市蚶江镇莲西村民委员会
2019年5月14日

招标公告

本报讯 5月10日，记者从市

公交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满足祥

运、祥渔两个村庄群众的公交出

行需求，经实地勘察调研并广泛

听取周边群众意见建议，13路公

交线终点站由祥农码头延伸至

祥渔村委会，目前已开始试运

行。

记者获悉，此前13路公交的

线路走向，是从客运中心站发车，

出市区后沿着石祥路，到邱下村

后拐往创新创业中心，经湖西、莲

坂、泉州海洋学院、水产品市场，

最后到祥农码头。“能不能沿着沿

海大通道往前多走一段路，让斗

美宫、观音宫附近的村民搭乘公

交更方便些？”针对群众的呼声和

现实诉求，公交公司经实地勘察

后，最终作出适当延伸线路的决

定，临时增设斗美宫站、观音宫

站、南寨站、祥渔村委会四个站

点。“先试运行一年，届时根据实

际运行情况再作调整。”公交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悉，13路公交首末班发车

时间为6:30—18：15，全程票价4

元，采用2+2分段式收费，分段点

在福达汽车城站。

（记者 康清辉 实习记者 蔡

婷婷 通讯员 康伟玲）

13路公交线
终点延伸至
祥渔村委会
试运行一年，方便村镇群众出行

2019年5月12日，泉州湾

大桥建成通车四周年整。来自

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今年泉

州湾大桥日均车流量9202车

次，与开通初期的日均车流量

3169车 次 相 比 ，增 幅 达

190.38%。今年“五一”高速免

征通行费 4天，日均车流量

22270车次。四年来，泉州湾大

桥共发生事故61起、4次台风

和大雾天气的交通管制、2次

“海陆空”应急救援演练、2次自

行车环湾赛的交通管制。

日夜守卫大桥的是泉州高

速交警支队四大队二中队的民

警。每天早、午、小夜、大夜固

定4趟巡逻。巡逻路上，巡逻的

值班民警要多一份心思，要注

意观察路上是否有障碍物、有

没有违停车辆、有没有误上高速

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为过往驾驶

员排除各种险情，这日益提高的

见警率让过往驾驶员多了一份

安心。四年里，发生在大桥上的

故事不胜枚举：救助故障车辆伤

员、救助低头捡东西的事故伤

员，处罚违停看风景的驾驶员、

处罚违停醉驾的驾驶员，劝阻跳

海轻生的行人……

大桥位置特殊，在即将到

来的盛夏台风天里，民警的任

务更为繁重，需要到泉州湾大

桥观测台风实时动态、掌握台

风动向，以便更好地采取各项

防抗台风的措施。

司机车祸受伤
交警紧急送医

5月11日晚8时13分许，

泉州环城高速主线上行50公里

泉州湾大桥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民警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只见一辆小车因事故受损横在

第二、三车道上。货车上的驾

驶员头部受到撞击躺在地上，

表情痛苦，货车上的乘客受到

惊吓，站在车旁，不知所措。民

警考虑到驾驶员受伤情况较为

严重，送大医院比较妥当，于是

立即将伤者安排上120急救车，

紧急送往泉州第一医院。到达

医院后，民警又帮助伤者挂号

并陪同做各项检查。因送医及

时，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目

前已无生命危险。

女子欲寻短见
幸被交警劝下

5月10日晚8时30分，民

警接到报警：泉州湾大桥上有

行人。民警立即开着警车巡

逻，在大桥往石狮方向的应急

车道上找到了一名女子。当时

女子扶着护栏泣不成声。女子

告诉民警，因琐事丈夫打了

她。她一气之下跑上大桥要寻

短见。随后民警一路开导女

子，并护送其回家。

超载掉落货物
货主千里来寻

4月30日凌晨5时07分，

货车驾驶员黄某报警称，他的

车停在泉州东收费站外广场

上，一名陌生人坐在他的车

上，不离开。经查，黄某为了

多运货，货物的装载高度超

限。当他驾驶货车经泉州湾

大桥时，由于超高，货物不慎

甩入桥下。货主知道后，追至

泉州东收费站外广场，要求黄

某赔偿。黄某不同意，双方发

生纠纷。随后，这起经济纠纷

案件移交石狮蚶江派出所办

理。

5月4日傍晚6时，泉州

湾大桥环城高速上行 48+

300M处发生翻车事故。民警

赶到现场时发现一辆车牌为

闽C�66×××的中型白色货
车翻倒在地，车上装载的碎布

料撒落一地。经查，事故由于

货车刹车不灵失去控制导致

翻车，所幸无人员伤亡。随后

民警对事故路段进行布控，将

货车拖离事故现场，及时恢复

了道路交通秩序。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旖旎）

泉州湾大桥通车四周年
今年日均9202车次“五一”日均超两万车次

本报讯 5月11日上午，受

东方森林中菲慈善基金会委

托，本报记者前往灵秀塘园宁

红梅家，将该慈善基金会筹集

的27610元人民币善款送到其

母亲手中，石狮市侨办主任施

养谊随同前往见证了这一过

程。宁红梅母亲宁正女对旅菲

侨亲的捐款深表谢意。

4月份以来，本报持续关注

石狮八中高三女生宁红梅的爱

心事件，市慈善总会、石狮八

中、市关工委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积极捐款，各方捐款总额

约26万元，为患急性白血病的

宁红梅燃起生的希望。近日，

宁红梅在父亲的陪护下前往湖

南长沙，进入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接受化疗，预计下月接受

骨髓移植手术。

近日，菲律宾东方森林中

菲慈善基金会通过《石狮日报》

新媒体网络报道获悉宁红梅的

困境后，在创会会长林秀吉女

士和现任会长邱国泉先生的指

导和建议下，基金会爱心善友

随即发动“家乡献爱心”捐助专

项活动。在短短三天时间里，

筹集到27610元人民币善款，用

于救助石狮八中白血病女生宁

红梅。

据悉，菲律宾东方森林中

菲慈善基金会是由旅菲华侨和

国内爱心人士共同自发组织的

公益慈善基金会，自2015年成

立以来就在公益慈善方面不遗

余力，基金会不仅积极向菲律

宾社会和祖国家乡的弱势群体

奉献爱心，而且赞助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

（记者 林恩炳 李琳毅 郭雅霞）

新闻热线：13959900888

记者电话：13636985686

“服装城客运站门口都被违停车辆堵住了，公交

车进出都很困难！”日前，市民来电反映：服装城客运

站北门，摩托车和小车违停严重，导致公交车无法正

常进出，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接到投诉后，交通警察大队立即派执勤人员到服

装城客运站北门现场对违规停放车辆进行整治。下

一步交警大队将结合日常勤务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

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玲娥 整理）

1.可到何处领取统一的房屋

出租广告纸？

答复：市民可到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或镇政府城管办，领取统
一广告纸。

2.省外户籍能否在石狮办理

护照？

答复：4月1日起，省外户籍可
直接携带身份证到出入境大队办
理护照，无需提供居住证。

3.大泉州以外户籍市民，应至

何处报考摩托车驾驶证？

答复：现泉州以外户籍报考
摩托车驾驶证，需携带身份证及
居住证前往车管所或者闽南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测公司报考即可。

4.泰亨新城的电动汽车充电

桩，何时可投入使用？

答复：泰亨新城电动汽车充
电桩已调试完毕，可以正常使
用。有三种支付方式：刷卡充电、
扫码充电、账号充电。

（玲娥 整理）

“真没想到，这么多人花了近

半年时间找我，只为通知我领这

笔317.35元的医保补偿款！”接到

石狮医保部门的电话时，今年56

岁的李阿姨意外又感激，她甚至

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笔钱可以

领。

原来，为进一步缓解大病患

者医疗费用的负担，泉州市医疗

保障局和泉州市财政局联合下

发通知，对2017年度泉州参保对

象住院医疗费用（含特殊门诊）

10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实施大

病医保二次补偿。今年年初，石

狮医保部门在通知符合条件的

参保对象前来提交材料时发现，

一位名为李琼（化名）的参保对

象联系方式异常，电话始终无法

接通。工作人员通过查询李琼

的参保信息得知，其原为石狮市

园林环卫管理处的一名环卫工

人，现已退休。由于机构改革、

人员调整，目前在市园林环卫管

理处的多数工作人员并不认识

李琼。这笔医保补偿款该怎么

发？

近半年时间里，石狮医保部

门对失联的李琼始终没有放弃

寻找，更发动单位员工及热心市

民共同寻人。日前，在市园林环

卫管理处负责人的帮助下，石狮

医保部门通过李琼退休前的老

同事，辗转与其取得了联系，并

最终将这笔小额补偿款发放到

位。

事实上，在大病医保二次补

偿发放中，这样的寻人接力绝非

个例。另一名参保对象、退休教

师李仰（化名）同样因为联系方式

变更且退休后移居泉州而无法取

得联系，石狮医保部门有关负责

人通过石狮市教育局查询，并发

动多位热心市民帮助寻找，这才

将299.81元补偿款成功发放到李

仰手中。就在近日，工作人员又

完成了两名失联参保人员的寻找

……

不难看出，医保补偿款发放

的背后，是琐碎而繁重的工

作。记者从石狮医保部门了解

到，当前，该部门月均受理、处

理量约6000件，加上此次石狮

地区大病医保二次补偿的对象

达500多人，工作人员需要逐一

进行电话通知，在遇到参保人

失联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往往

需要耗费大把的时间、精力进

行“寻人”，只为确保每一笔补

偿款能够发放到位，尽可能减

轻参保人的负担。

“这次补偿金额最高达21万

元，最低的仅100多元。但每一分

都是老百姓的保命钱，无论金额

大小，我们都要保证我们的参保

人，一个都不能丢。”石狮医保部

门相关人员说道。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陈春木）

300元大病医保补偿款背后的寻人接力
最高多达21万元，最低仅有100多元，只因“参保人，一个都不能丢”

本报讯 据石狮市气象局消

息，本周我市气温较高，中后期多

阵雨。其中，14日受偏南气流影

响，以多云天气为主；15～19日受

暖湿气流影响，多阵雨天气。

本周气温呈逐日上升趋势，

最高气温将超过30℃。本周中后

期多阵雨，请市民注意雨雾天气

对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利影响。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12345�马上就办

热线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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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狮爱心“码上直达”

福建新闻名专栏

爱 心

本周气温较高
中后期多阵雨

本报讯 误以为“代驾”师傅跟老公有纠纷，醉酒

女子先是揪住“代驾”师傅的衣领不放，接着又将出警

民警抓伤。5月9日，该醉酒女子陈某（四川籍，34岁）

因涉嫌妨碍公务被晋江警方刑拘。

5月7日晚上11时许，晋江警方接到“代驾”师傅

熊先生报警称，在梅岭辖区某酒店停车场有人打架。

梅岭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现场，民警发现一

名光脚的女子浑身酒气，揪住熊先生的衣领不放。于

是，民警上前询问：“怎么回事？”不料，此时令人措手

不及的一幕出现了，该女子双手对着民警小林的脸部

乱抓，小林则一边挡一边后退，但脖子还是被女子抓

出了数道伤痕。随后，这对醉酒夫妇被民警控制，并

送往醒酒中心醒酒。

酒醒后，陈某交代，当晚她和丈夫及十几个朋友

在酒店吃饭，其间喝了3瓶葡萄酒，后来在KTV又喝

了30多杯的啤酒，“我怎么会打警官呢？都怪我喝太

多酒，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陈某说，当时其在停车

场等“代驾”，后来听到丈夫在酒店门口喊，好像是被

人打了，她便赶过去帮忙，与一名疑似和丈夫有纠纷

的男子纠缠在一起，后面的事情她都记不清了。

据民警介绍，当时陈某的丈夫在酒店门口等“代

驾”，刚好三名醉酒男子从酒店内走出来，陈某的丈夫

误以为三人是酒店的保安，便推了其中一个人，于是

双方起了肢体冲突，后来三名男子跑了，而陈某却误

认为是代驾师傅熊先生与丈夫起了冲突。

民警找到与陈某丈夫打架的三名男子，由于双方

都没有人员受伤，打架时也仅限于肢体冲突，最后在

民警的调解下，双方互相道歉，握手言和。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金坛 张瑞珏）

《高三女生患白血病 无缘今年高考》爱心追踪

2.7万元！白血病女生牵动海外华侨的心
东方森林中菲慈善基金会向宁红梅捐款献爱心

纠缠“代驾”抓伤民警
醉酒女子被依法刑拘

12345�部门回音
市民来电反映：第

三实验小学路段，接送

学生上下学的车辆多，

经常出现交通拥堵，建议该路段实行单行道行驶，同

时在人行道设立栏杆禁止车辆停放。

部门回复：为缓解第三实验小学门口交通拥堵及
停车问题，交通警察大队已在其周边多条道路设置停
车泊位，尽量满足接送需求。同时，高峰时期也安排
警力协助校园进行交通疏导，并加大人行道违停的处
置。对于市民提出的单行道设置问题，经现场核实，
当前三小门口的嘉禄路是双向4车道，平峰期交通流
量小，且双向交通需求大，并不适合设置单向道。交
警大队将继续关注该路段的交通问题，并适时进行优
化。 （玲娥 整理）

三小路段常拥堵
可否实行单行道

回音：双向交通需求大，不宜设置单向道

二幼门口路段
多处破损坑洼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及时修复

日前，市民来电反映：琼林北路二幼门口有多处

破损、坑洼，存在安全隐患，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收到通知后，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立即组织人员

对路面破损处进行修复。

服装城客运站北门
违停车辆堵了公交
交通警察大队立即现场整治

本报讯“阿婆，我们来给
您拍照做证件了。”5月10日下

午，石狮市公安局凤里派出所

户籍民警小苏和社区民警小王

带着相机和指纹采集器到华南

社区替百岁老人开展上门办证

服务。

阿婆今年99岁，行动较为

不便，因为没有身份证不能办理

医社保和领取相关补助。社区

民警在走访时了解到情况后，向

所领导进行反馈，所领导立即组

织户籍民警开展上门办证服

务。一直以来，该所根据辖区情

况，积极与各社区（居）委会负责

人联系，定期为高龄老人开展提

前预约、上门照相、信息采集、上

门送证的一站式服务，为辖区

病、残、孤寡人群和行动不便的

群众办理身份证，得到群众的好

评。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黄冬霞）

民警为辖区百岁老人上门办证

颜华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