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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芊雅依梦服装商

行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8年6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2350581MA31RB5Q5B，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芊雅依梦服装商行
2019年7月12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尊御投资有限

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变更为

“泉州市尊御投资有限公司”，现

将刻有“石狮市尊御投资有限公

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市尊御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声

明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传播广 低投入 高效率

服务热线：88795808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版块类：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刊登3次送1次；

刊登5次送2次；

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的①石狮市

百货大楼大仑街46号店面，建筑面积14.2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
价：24000元/年;标的②石狮市百货二店大仑街57号店面，建筑面积
46.2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价：40000元/年;标的③石狮市百货
二店大仑街59号店面，建筑面积46.2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价：
40000元/年；标的④石狮市百货大楼新华路61号店面（简易搭盖），建
筑面积51.84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挂牌价：35000元/年。有意承租
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或关注本公司公众号。
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二楼。联系人：林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595-88768126

石狮市狮城产权交易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国
有
房
屋
出
租

出租
环湾大道院后路段

空地5000㎡出租，可
以搭建钢结构，可分

租。地址:宝盖科技

园二期13905960865

综 合
楼房出售

位于学府路新天地广
场邻学府路8间店面
出售，挑高6米，面积
2800平方米，手续齐
全。有意联系：
吴生：18959750397

刊登地址:

石狮市学府路1188号石狮日报社

服务热线：88795808房产超市

起名策划咨询服务

起 名

福先电话：13645986789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山西运城关帝朝拜双飞三日

天天发团

研学、亲子、拓展、会议考察

国内游、出境游、各国签证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诚招
小四轮货车司机两名

电话88991248

恒顺
电器城诚聘小货车送货员

13906992429蔡

兹有洪秀锦不慎遗失普

通二轮摩托车车牌，车牌号：

闽C980XH，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朱琴玲（350582197705091023）不慎遗失由泉州世茂新

领域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开具的K1-2地块B3#106

号收据一张，金额：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朱琴玲（350582197705091023）不慎遗失由泉州世茂新

领域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开具的K1-2地块B3#106

号收据一张，金额：1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柯世建（350582196806228514）不慎遗失由泉州世茂新

发展置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开具的K4地块车位810

号收据一张，金额：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柯世建（350582196806228514）不慎遗失由泉州世茂新

发展置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开具的K4地块车位824

号收据一张，金额：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12345，有事找政府！”市民

还可以试试泉州、石狮两级12345

平台的线上受理功能！只要关注

两级平台的公微，即可在相关版

块里投诉或建言，还可以上传现

场照片，图文并茂展示问题，帮助

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石狮12345热线
24小时“在线”

“李先生您好，关于您在微信

平台所反映的家中自来水出现泛

黄情况，部门是否已跟您联系，并

前往处理？”“有的，部门已经联系

过我，也积极处理了。我本来以

为微信投诉会石沉大海，没想到

部门当天就联系来处理，还打了

好几个电话问我之后几天水质怎

么样，这工作态度值得点赞！”日

前，家住永宁镇的李先生通过“石

狮市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12345热线版块反映：每次下雨

后，家中使用的自来水都出现泛

黄且带有土腥味，请有关部门前

来解决。

当李先生提交诉求的那一

刻，微信平台的信息便实时同步

到12345服务系统内，接线人员

立即将市民诉求形成新工单，转

给热线执行部转派部门。接到通

知后，当天，市供水公司工作人员

便通过打开消防栓和排污阀等对

永宁镇主管道进行冲洗排污，管

网水浊度已恢复正常。工作人员

不放心，又多次对群众进行回访，

确认恢复正常。

记者了解到，李先生所说的

微信投诉渠道是：关注“石狮市行

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后，通过

菜单栏的“XIN服务”里的“12345

热线”版块，在线提交诉求，还可

实时查询办件进度与结果。除了

可以24小时通过微信平台反映

问题，群众亦可以通过“石狮市人

民政府”网站，在线咨询求助、投

诉建议。据统计数据显示，自去

年以来，12345热线已线上受理群

众诉求近790件，其中，微信平台

受理708件。

泉州12345推出
“随手拍”服务
除了石狮市12345热线平台

新增便捷服务，提升服务效率。

泉州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也通

过完善微信诉求功能，拓展群众

诉求渠道。其中，“随手拍”就是

泉州12345便民服务平台今年推

出的一项新业务。

去年11月份，泉州市信访局

启动了12345平台系统改造工

作，按照简单、高效、易操作的原

则，对12345平台系统进行升级，

并于今年1月份开通了12345微

信公众号和“随手拍”业务，诸如

遇到井盖缺失、路面坑洼、路灯不

亮、违章占道等问题，市民就可以

用手机关注“泉州12345”微信公

众号，进行“随手拍”上传，所反映

的问题，将由平台联动单位办

理。目前“随手拍”业务不断增

长，2019年以来已累计办理约

2500件。

据了解，“随手拍”操作简单

方便：市民只需搜索“泉州12345”

微信公众号并关注，然后打开公

众号底部的“随手拍”栏目，用文

字或口述提出诉求内容，并上传

所反映的问题照片，输入市民电

话号码，填入验证码，选择提交，

就完成了。问题提交之后，市民

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短信收到

诉求编号和验证码，通过诉求编

号加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所反映问

题的办理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手拍”还

具有自动识别位置的功能，如果

市民不能说清所在位置，问题的

办理也不会受到影响。按照办理

规则，承办单位对市民的咨询，应

第一时间予以回复；对市民提出

的好建议，予以及时采纳。

目前，泉州市便民服务平台

已接入联动单位1200多个，石狮

市便民服务平台已接入联动单位

64个，基本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党

政部门、乡镇（街道）和提供公共

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为实

现线下快速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提

供机制保障。今后，在行政管理、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要咨询、

投诉、建议、求助的，都可通过泉

州、石狮两级12345平台线上反

映、“发声”。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丽云）

泉州、石狮两级12345平台线上受理群众诉求获好评

问题“随手拍”线下即整改

本报讯 近日，许多市民

到蚶江环湾生态公园漫步纳

凉时，会看到一个个外观精

美、形如路灯的灯具。这其实

是市公园服务中心近期安装

的频振式太阳能灭蚊灯。

据市公园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有效减少夏季

蚊虫对市民群众游园造成困

扰，进一步改善园区环境，近

期市公园服务中心在环湾生

态公园安装了33盏频振式太

阳能灭蚊灯。频振式太阳能

灭蚊灯针对害虫的趋光性和

传统的灯光诱捕作了有机的

结合，白天接收太阳光能贮电

自动关闭灯光，晚间智能性电

控自动启动紫外线光源，开启

太阳能灯，诱杀蚊虫，不仅不

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破坏，具有

节能环保、智能高效等优点，

还具有照明和丰富公园景观

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针对暑假孩

童游园高峰，市公园服务中心

近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大

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并在宝

盖山塔山水库、青年水库、灵

秀山水库等设置13块安全警

示牌，提醒家长水库水深危

险，禁止让孩童靠近水域。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邱国再）

本报讯 6月28日，本报以《小区停车场内圈养鸡

鸭扰民》为题，报道了香江路宏冠大厦停车场有人圈

养鸡鸭，臭味扰民。昨日，记者回访看到，该养鸡棚正

在拆除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之前设在小区停车场一角的养

鸡棚已经拆除了两面围墙，棚内养殖的鸡、鸭数量也

较之前有所减少。据小区负责人介绍，该养鸡棚是此

前一位业主从家中带来的，鸡鸭放在小区一角饲养。

为了避免对周围小区用户造成困扰，目前已经协调拆

除。 （记者 张泽业）

《小区停车场内圈养鸡鸭扰民》追踪
停车场养鸡棚
正在拆除

“这里的红绿灯设置不太合

理，而且减速带也没有拆除。”日

前，市民来电反映：石祥路邱下

村与东园村交叉处，人行道的红

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且此处原

有减速带未拆除，影响到车辆通

行，望部门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经鸿山镇工作
人员核实，此路段红绿灯在等
市里验收，故现在处于测试阶
段，待验收完成后会处理减速
带。

本报讯 7月 10日 22时

21分许，石狮消防救援大队

鸿山中队接到报警，锦尚厝

上村一间民房边上出现一

条竹叶青，鸿山中队立即派

出一部消防车与六名消防

队员赶赴现场，帮助民众解

忧。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竹叶青正在民房的墙角

边上爬行，消防队员首先让

周围的居民撤离到安全地

带，随后用捕蛇器迅速夹住

竹叶青的头部，将其放入事

先准备好的蛇袋内带离现

场，到偏僻山林间将其放

生。根据报警人讲述，他在

门口乘凉时发现墙角边有条

长长的黑影闪动，拿手电筒

照射后发现是一条竹叶青，

由于竹叶青毒性大，他们不

敢轻易抓捕，便报警求助消

防队员。

（记者 洪诗桂 通讯员 曾铭凯）

本报讯 7月10日凌晨2

时，林先生被家中饲养的

鸡鸭惨叫声吵醒，起床

查看究竟，发现一只

哈士奇正在享受饕

餮盛宴，林先生报警

求助。

接到报警后，

民警赶到现场抓捕

肇事的哈士奇，带回

罗山派出所，用狗粮

喂养，并发布流浪狗认

领通知。据林先生介绍，

他家是开放式环境饲养家禽，

当天白天的时候就见这只哈士奇在周

边转悠觅食，见它不敢靠近饲养区域，所以林先生也

没太在意。第二天，家住罗山下埔的失主王女士，看

到警方发布的流浪狗认领通知，便将自家的哈士奇领

回。据悉，哈士奇已走失十多天了，没想到平时娇生

惯养的哈士奇饥饿难耐下，竟狗急跳墙，生吃家禽。

王女士对晋江警方帮助其寻回爱狗表示感谢，在

民警的调解下，赔偿了许先生的损失。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刘彩虹）

流浪二哈饥肠辘辘
闯入民宅大吃鸡鸭

“这学校为什么要在一个地

方设置两道门？若遇突发事件

岂不是耽误时间了？”日前，市民

来电反映：实验中学附属小学现

在设置了两道门，其表示学校是

临时避难场所，如遇灾难则无法

紧急疏通，市民认为设计不太合

理。且该校为扩大大门范围，占

用了人行通道，做法较不合理。

部门回复：接到投诉件后，
教育局分管领导责成相关股室
人员立即到现场核实调查。经
核查，该校与九二路之间有一段
专用通道（两侧为高墙，宽度五
米左右），由于之前在学生上下
学期间，通道经常出现被家长车
辆占用的情况，存在较大的治安
和交通隐患，为此，学校在临近
九二路的通道口前加装一个电
动杆，可防止外来车辆随意进入
通道停放，但人员可自由进出。
同时按照校园安全管理有关规
定，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应实施封
闭管理，因此通道内侧的学校大
门设置电动门并安排保安员24
小时值班，确保紧急情况下可随
时开放。

目前，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学
生高达2800多人，同时学校位处
老城区，周边交通较为拥挤，道
路交通安全压力较大。为缓解
学生及家长出入九二路的交通
安全压力，经与市城市管理局多
次现场勘查，决定由市政部门在
暑期对学校大门前的人行道进
行适当改造，移除出口两侧两棵
行道树，从而增加九二路过往车
辆驾驶人的视线，避免碰撞到进
入九二路的接送学生车辆。

（玲娥 整理）

市民来电反映：九二路与镇中路红绿灯处，夜

间车辆违停严重，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望部门

核实处理。

接到群众反映后，交通警察大队当晚前往九二

路与镇中路红绿灯处，对违停现象进行核实。发现

几部小车停放在道路一侧，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

行。交通警察大队已通知违停车主车辆要停放到

有停车位的地方，不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玲娥 整理）

环湾生态公园 33盏太阳能灭蚊灯“上岗”

竹叶青出没 消防忙抓捕

12345�马上就办

12345�部门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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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中学附小
为何设两道门？

邱下村与东园村交叉处
红绿灯时间
建议重新设置

灵秀路施工后
遗留建筑垃圾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协调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此前灵秀路正在修整，现道路

已修整完毕。但现场留有建筑垃圾、铁板等杂物未

清理，望协调部门尽快进行清理。

获悉此事后，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立即通知施

工队前往清理建筑垃圾。

夜半烤肉店
传来划拳声

凤里派出所责令降噪
市民来电反映：长宁路一烤肉店，半夜时分，食

客喝酒、划拳产生噪音扰民，望部门核实处理。

接到投诉后，凤里派出所民警当天立即到烤肉

店核查情况，告知烤肉店老板半夜客人喝酒划拳影

响到附近居民。该店老板当场表示将做整改，半夜

会让客人尽量降低音量，以免影响附近居民。

红绿灯附近
车辆违停严重

交通警察大队立即前往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