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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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
招有经验及会计证女会计1名

13626056122

兹有尹明帅不慎遗失道路

运输证，车牌号：闽C56240，车

辆营运证号码：350581012917，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广西省临桂县会仙镇

四益村委会葡萄村刘新宇不慎

遗失身份证，号码：

450322199912121016，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江西省新余市渝水
区鹄山乡鹄山村黄小勇不慎
遗失C1驾驶证，号码：
360502198908114330，档案编
号：441301470858，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洪海集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首付收据，号码：000213，
金额：830423元，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林丽雅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首付收据，号码：
000928，金额：3000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张玉梅、施并强不慎
遗失石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首付收据，号
码：000618，金额：138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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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地址:

石狮市学府路1188号石狮日报社

服务热线：88795808
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厂 房

厂房招租
石狮入口石泉路旁
标准厂房 750和
1000m2各一层，适
电商，仓库，厂房
13285956441张

宝盖科技园标准厂
房、宿舍、商场、店
面、单身公寓出租。
联系人：陈先生
13805913171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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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
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
类广告标题两字起刊登,
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
省略;固定电话算四个字,
手机算六个字。注:
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煜耀服装辅料商行不慎遗失石狮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3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1MA31KKU16Y，

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煜耀服装辅料商行
2019年8月14日

遗
失
声
明

辖区

鸿山镇

鸿山镇

市区

市区

鸿山镇

市区

市区

市区

蚶江镇

永宁镇

永宁镇

市区

市区

市区

市区

市区

市区

市区

市区

蚶江镇

计划停电时间

08月07日

07:40-17:40

08月09日

05：00-17：00

08月12日

08：30-12：00

08月12日

15：00-18：30

08月12日

7：10-17：40

08月13日

07：30-11：00

08月13日

15：00-18：30

08月13日

07:30-14:30

08月13日

6：10-16：10

08月14日

05：30-15：30

08月14日

06：00-16：00

08月14日

07：30-11：00

08月14日

15：00-18：30

08月15日

6：30-16：30

08月15日

7：00-17：00

08月15日

07：30-11：00

08月15日

15：00-18：30

08月16日

07：30-11：00

08月16日

15：00-18：30

08月18日

06：00-16：00

停电线路

古工Ⅲ回

祥工线、伍堡线

灵狮线

灵狮线

莲工线

元兴线

元兴线

金城线

北环Ⅰ回

永镇线

深埕线

振狮线

九二线

科盾Ⅱ回

宝源线

大仑线

香江线

马脚线

灵狮线

园东Ⅰ回；园西

Ⅱ回；蚶码Ⅰ

回；蚶码Ⅱ回

停电范围

泰鑫化纤

创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美佳爽（中国）、西墩村草柄

前鸿山热电项目部厂、谊丰化纤无纺布、特斯（中

国）、鸿山路路灯、聚祥漂染

南洋路世纪花园小区1楼、2楼、世纪花园（二期）

大仑社区居委会鸳鸯池公园西侧联兴园小区二期1

栋、2栋

新祥华染整

金汇花园小区二期2栋、3栋、4栋、8栋、9栋、14栋、

18栋、20栋附近

金汇花园小区二期1栋、10栋、11栋、12栋、13栋、15

栋、16栋附近

狮标电力

蚶江镇洪窟村四片区、五片区附近、旧洪窟小学、洪

窟村四片区、五片区、洪堀电灌站、锦亭村黄前山、昌

盛区、繁荣区、振兴区、机砖东厂、机砖西厂、西窑砖

厂、毓英区、一区、五区、锦亭小学、锦亭村公路

永宁镇永宁永石路、西南新村、新车路、西门外、永宁

街、龙溪新村、龙山新村、永宁中学后、东源、新后山、

石盘街、干厝巷、中街、下营、大埔、下沟、永梅路、育

立包装用品、艾思特体育用品、永宁中学

永宁镇下宅村三区、四区、六区、八区附近、陈厝祠堂

附近、沙堤下宅移动基站

灵秀镇塔前村委会振狮开发区商住楼

市一建宿舍附近、粮站商品楼小区

城资停车场、尚丘服装饰品、妇幼保健院附近

百德东城美居2号楼、3号楼、5号楼

大仑社区居委会鸳鸯池东路远景花园小区1栋、2

栋、3栋、团结路、景青路附近

五星山上、五星山上33号楼、芒珠巷附近

群英北路、福建横路、邮宿小区、人民路

大仑社区居委会鸳鸯池公园西侧金丘花园小区1

幢、2幢附近

通达电器、通达电机、德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伟

伦实业、通达电机（伟伦工业区3号厂房）、经济开发

建设、科达凯瑞尔水务

停电通知
因线路施工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
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在停电期
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
器台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
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停电信息可通过24小时服
务热线95598查询，还可通过《石狮日报》（每周三）、中国石狮网（每周二）、“石
狮生活网”微博和微信、石狮新闻综合频道（每周一、周三、周五 播出时间08：
35、10：55、17：42和19:50）进行查看。

扫一扫，第一时

间掌握停电信息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
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
延，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
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国网福建石狮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本报讯 以篮球为梦，展示自

我。8月8日下午，由中国篮协主

办，福建省篮协、泉州市体育局承

办，为期四天的“2019中国小篮球

联赛华南大区夏令营”在福建泉

州海峡体育中心完美收官。石狮

市林边小学女篮在本次夏令营中

斩获多项殊荣。

据了解，此次大区夏令营共

有来自福建、广东、海南、湖北、深

圳和厦门6个赛区41支代表队，

360名选手参加。小篮球运动属

篮球运动的启蒙阶段，是根据12

岁以下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使

用小型篮球、球场、球筐和球架，

有小篮球专门赛事规则的篮球体

育运动。中国小篮球计划自2017

年启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

发展，2019年全国有超18万青少

年参加小篮球联赛。

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2019

年度福建赛区小篮球运动发展水

平的7支参赛球队中，U12女子组

“福建林边女篮队”和U10混合组

“石狮市林边小学一队”都是来自

石狮市林边小学，且皆为该组别

省级联赛冠军队。此次大区夏令

营，石狮市林边小学包揽U12女子

个人技巧挑战赛冠、亚军，所组两

支球队均获得赛事优胜奖荣誉。

另按赛事规则，U10混合组别至少

得有1名女生参加组队，“石狮市

林边小学一队”也是唯一一支全

部由女生组队的球队。

小篮球，大梦想。石狮市林边

小学负责人黄增加表示，篮球运动

作为个人兴趣载体之一，让同学们

享受篮球乐趣的同时，拥有健康的

体魄，更重要的是篮球运动对同学

们在强化团队协作配合，提升抗挫

折能力，以及培育积极向上精神等

多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另据了解，石狮市林边小学

还兼具“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

色学校”“泉州市篮球传统项目学

校”和“石狮市篮球网点校”等多

项篮球运动相关荣誉称号。

（记者 张军璞）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华南大区夏令营

林边小学女篮斩获多项殊荣

本报讯 日前，2019年福建

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暨全国青少年“飞向北京—飞向

太空”教育竞赛（福建赛区）总决

赛落幕。记者获悉，在石狮市飞

点模型运动俱乐部组的组织下，

我市第三实验小学、第四实验小

学和第五实验小学荣获团体总

分二等奖，其余参赛学校多名学

生获奖。

据悉，该赛事由省体育局

和省教育厅主办，赛事分自由

飞类、操纵类和航天类共3大项

20个小项目，赛事吸引了来自

全省91支代表队近千人参加。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近年来我

市航模运动发展蓬勃向上，通

过航模运动进校园，进一步提

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龚旋旋）

尽管面临诸多新片竞争，环球影业发行的动

作片《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依然脱颖而出，凭

借周末3天入账2540万美元，连续第二周领跑北

美周末票房榜。

由戴维�利奇执导，好莱坞动作明星德韦恩�
约翰逊和杰森�斯坦森共同主演的该片是《速度
与激情》系列电影的外传电影，在片中“互相看不

顺眼”的两位硬汉为了对付经过“基因增强”的邪

恶强敌而不得不携手合作。《速度与激情》是环球

影业旗下最赚钱的系列电影之一，已在全球票房

狂揽约50亿美元。《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的北

美票房总收入上映9天达1.08亿美元，全球票房

总收入目前已经突破3.32亿美元。 （新华）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继续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2019年福建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落幕
我市多名学生斩获佳绩2019“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13日晚在青岛市城阳区开

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支参赛队伍、7000余

名运动员参加。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置15个组别，包括男子B12、B18及女子G16

三个组别的精英挑战赛，共将进行1000余场比赛。

“哥德杯”于1975年创办于瑞典哥德堡，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青少

年足球赛，素有“小世界杯”之美誉。 （新华）

2019“哥德杯中国”
世界青少年足球赛开幕

上周五，由滕华涛执导的科幻电影《上海堡

垒》公映，这部耗资3.6亿，花了6年时间打造的国

产科幻大片并没有延续年初《流浪地球》的票房

奇迹，上映3天，票房只有1.08亿，可以用惨败来

形容。伴随票房的“扑街”，导演滕华涛在自己的

微博上发了长文，向观众说“抱歉”。而影评人、

观众也纷纷对该片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刚刚

有了亮色的国产科幻片一下子又遭遇低谷。

（新华）

《上海堡垒》票房惨败
导演致歉

8月12日，女性题材影片《送我上青云》在京

举办首映礼，监制兼领衔主演姚晨、编剧兼导演

滕丛丛，影片主演李九霄、吴玉芳，特别出演袁

弘，制片人顿河和一众影片幕后创作者悉数亮

相。

《送我上青云》聚焦女性群体，以女主角“盛

男”的视角展开，围绕亲情的和解、爱情的追逐和

自我的找寻不断深入，层层递进，逐步剖开现实

社会中女性生存，大胆、犀利地展现了女性的内

心渴求，被称为是“难得一见的直接、诚实、坦荡

的”女性电影。

此次电影首映见面会活动中不少姚晨、滕丛

丛的影视圈好友也来到现场对影片表示支持。

演员倪妮、小宋佳、梁静、霍思燕、王珞丹、张嘉

倪、李晨等惊喜现身。 （新华）

《送我上青云》首映
姚晨喻恩泰惊喜同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