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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民生咨询
1.如何申请成为志愿者？
答复：申请人需登录“福建志
愿 服 务 网 ——http://www.fjvs.
org/”注册成为志愿者，再根据自
己意愿加入志愿团队，有志愿活
动发布时可以按条件报名服务，
另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石狮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及时了解志愿活
动信息，详情可拨打志愿者协会
电话咨询，电话：88725882。
2.如何办理叉车使用登记证
及作业人员证？
答复：办理叉车使用登记证
需到泉州特检院检测，持检测报
告、营业执照、叉车合格证、特种
设备申请表、委托书 （福建省网
上办事大厅下载）前往窗口办理，
详细可咨询行政服务中心质监窗
口（83051239）。叉车作业人员证
可由质安技术职业培训学校代报
名，至泉州特检院培训，报名材
料：身份证、户口本（本人页）、学
历证（毕业证书、可忽略），详情可
咨询石狮市质安技术职业培训学
校，电话：83669953。
3.何处打印个人征信报告？
答复：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子
芳路518号金融服务中心办理。
4.更改姓氏需要携带什么材
料？
答复：可携带父母双方身份
证、户口本、结婚证及孩子的出生
证前往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父母
双方需到场签字。
5.如何成立小区业委会？
答复：根据《福建省物业管理
条例》（2019年 1月 1日）第九条
业主大会由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
业主组成，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
立一个业主大会。一个物业管理
区域内，出售并交付使用的物业
建筑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者首套物业出售并交付满两年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
请筹备召开业主大会首次会议。
十个以上业主也可以向所在地的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提出书面申请。乡（镇）人民政府
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筹备
业主大会首次会议申请之日起三
十日内，会同当地村（居）民委员
会组织成立业主大会首次会议筹
备组。
（本鸣 整理）

12345来电点赞
司机拾金不昧
乘客来电点赞

日前，有市民来电表示，其搭
乘15路公交车由宝盖鞋城前往华
侨医院，下车时丢失手机，公交车
司机拾到及时归还失物，故来电
对公交车司机拾金不昧的行为表
示感谢与赞扬。
部门回复：交通和港口发展
局表示，经查当天由驾驶员吴世
球驾驶15路闽C00308D公交车在
工作中拾金不昧，公交公司将按
《公司服务质量绩效考核奖惩办
法》给予驾驶员奖励。
（本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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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
“公检法河”首次联合巡河
刑事司法和涉水行政执法无缝衔接；首次开启无人机“巡河”模式

联合执法行动
石狮市河长办 市水务处 主办

左图：执法人员巡查南低渠
晋石交界河段；
上图：无人机“巡河”

“公检法河”，联合巡河！3
月25日上午，石狮市公安局、市
人民检察院、市法院、市河长办
首次开展联合巡河行动，先后前
往奈清水库（厝上溪）、大厦溪、
南低渠等地现场检查，对发现的
涉水涉河违法行为，形成合力、
督促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行动还首次采用无人机“巡河”
创新模式，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巡
河效率，实现巡河无死角、零盲
区。
联合执法
向违法行为
“亮剑”

在昨日开展的“公检法河”
首次联合巡河行动中，执法人员
对发现的个别河道（水库）周边
“四乱”现象等相关问题，现场进
行调查取证，并将形成建议书，
督促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向涉河涉水违法行为“亮
剑”！据悉，2017年以来，石狮

市依托刑事司法和涉水行政执
法衔接工作机制，对涉河涉水违
法行为开展执法监督，两批6件
涉河涉水项目被重点督办。另
悉，2016年以来，石狮法院共受
理、审结涉及水污染的污染环境
犯罪11件20人，涉单位犯罪1
件，并处罚金339.5万元。
无人机
“巡河”
空中巡航无死角

“嗡嗡嗡……”昨日上午，沿
海大通道大厦溪临海水闸处，市
公安局治安大队一架无人机腾
空而起，沿着大厦溪逆流而上，
河道及周边保护状况实时传输
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手机屏幕
上。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石狮市
首次开启无人机“巡河”模式，空
中巡航零死角。
据悉，纳入我市河长制实施
范围的15条县级河道，流域总
长度达80多公里，有些河道环

境复杂，无路可通、无人可进，存
在一些监控盲区。无人机“巡
河”，全方位、无死角查看河道状
况，不仅降低了巡河难度，还通
过空中航拍、精确定位，提高巡
河效率，及时发现问题。本次采
用无人机“巡河”，成为我市借助
科技手段创新巡河机制的一次
有益尝试。
“公检法河”
衔接越来越紧密

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
以来，石狮市不断创新工作机
制，促进刑事司法和涉水行政执
法的有效衔接，共同构筑河湖生
态防线，努力实现“水清、河畅、
岸绿、景美”的目标。
2017年8月，石狮市检察院
派驻市河长办检察官工作室成
立。石狮市检察院、市公安局、
市河长制办公室共同签署《关于
共同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推

进和保障河长制工作的意见》，
“检、公、河”加强联动协作，充分
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强化与环
保、水利、农业、国土等职能部门
的协作配合，促进刑事司法和涉
水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2019年12月31日，石狮市
人民法院驻市河长制办公室法
官工作室成立，推动建立人民
法院、河长办及其成员单位共
同参与、内外联动、相互支撑的
工作格局；聚焦水域治理的重
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工程，
开展联合专项行动，依法、及
时、高效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
罪行为；统筹行政执法力量和
审判力量，依法保护各级河长
充分履职，纵深推进河（湖）长
制全面实施。
至此，石狮市形成了“公、
检、法、河”共同推进河长制工作
的强大合力。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蔡晓灿）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反映
称，聚仁路267号二楼有一块铁皮
摇摇欲坠，存在安全隐患。
接到投诉后，凤里街道办事
处立即联系相关社区，协调当事
房屋业主前往处理，及时拆除了
这块铁皮。
（本鸣 整理）

石狮新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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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富路至永久墓园道路

交通管制
为期 20 天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根
据石狮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
《关于疫情期间全面暂停祭扫活动的通告》以及上级
统一部署要求，3月25日开始，石狮对共富路至永久
墓园的道路实行临时性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将持续
至4月13日，为期20天。
在交通管制期间，石狮公安、交警、民政等部门将
在共富路口、永久墓园入口等处设置防疫检查站，劝
返上山祭扫车辆、人员。对于不服从管理且经教育不
听劝阻的，公安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关部门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交通管制期间应合理规划出行
路线，途经管制路地，应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另据介绍，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避免清明
节期间因人员聚集引发病毒传播和交叉感染，石狮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在上周已
经发布通告，要求全面暂停祭扫活动。具体内容包
括：“全面暂停到市殡仪馆、永久墓园公墓区、各村（社
区）骨灰堂、安息堂、寺庙等殡葬骨灰集中安放场所和
非集中安放的零散坟墓祭扫、祭祀活动。”至于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单位，也不得组织、接待聚集性祭扫纪念
活动。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林成龙）
高速公路上

一声咳嗽
车撞护栏

男婴被女邻居拐卖 13 年后闽浙警方助一家团聚
本报讯 3月 25日上午，在
晋江市公安局仙石边防派出
所，江西人宁先生（65岁）和廖
女士（55岁）夫妇终于见到了13
年前被拐的儿子小维。抱着已
经和自己一般高的儿子，廖女
士 放 声 大 哭 ，她 永 远 都 记 得
2007年 7月 16日这一天，她和
老公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小维在
浙江温岭市横峰镇一家鞋厂打
工，当天她在租房内做午饭，女

邻居带走了7个多月大的小维。
廖女士告诉记者，女邻居在
她家对面租住了大半年，没有
工作。她也不知道她是哪里
人。女邻居人很热情，廖女士
忙的时候都会主动搭把手，而
且她们很聊得来，当天廖女士
做饭的时候还说好了一起吃午
饭。
据浙江温岭警方介绍，警方
经过侦查确定嫌疑人叫“杨花”，

湖南人，1973年出生。为了尽快
找回被拐的孩子，温岭警方多次
突击嫌疑人杨花位于湖南的家
实施抓捕，并将其列为网上在逃
人员进行全国通缉，但杨花犹如
人间蒸发一般。
原来，小维被拐卖到了晋江
陈埭谢某家中。近日，警方对非
亲属落户人员进行采血入库，经
DNA比对，小维就是宁先生夫妇
的亲生儿子。小维的养母林某

说，她和丈夫谢某也曾生育过一
个儿子，在 8岁时不幸夭折，几
年后她娘家父母抱来小维让她
抚养，说是 6个月大，在厕所旁
捡的。
经过沟通，小维同意回江西
老家看望已经80多岁的奶奶和
外婆。双方表示两家以后就是
亲戚，常来常往。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
金坛 刘源）

网购退款被骗 石狮警方追回 1.9 万元
本报讯 3月18日下午，受害
人李女士来到石狮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领回了1.9万元被骗钱款，
连连向民警表达感谢之情。
今年2月11日上午，受害人
李女士接到自称淘宝某店铺客服
打来的电话，称其购买的一双鞋

子有质量问题，店铺将通过“支付
宝备用金”进行全额退款。李女
士在试穿这双鞋时就觉得质量不
过关，她对此深信不疑，便添加了
“客服”的 QQ，在“客服”的指引
下，陆续下载了多个App进行贷
款，并将贷出的5万余元分次转入

“客服”提供的账户。“客服”告知
李女士，这些钱将在24小时内退
回，但不能查看贷款软件，否则会
影响退款进度。当天下午，李女
士仔细回想整个经过，愈发觉得
不对劲，便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石狮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快

速展开侦查工作，经过追踪资金
流向，紧急冻结涉案银行卡钱款，
成功为李女士追缴被骗钱款1.9
万元。李女士表示：“真没想到这
些钱还能追回来，我以后一定会
吸取教训，不轻信不转账！”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曾肃琪）

小心！这些隆起的小沙堆，
里面有红火蚁！

村道出现污水
永宁立即清理

铁皮摇摇欲坠
凤里实施拆除

石狮便民 12345
服务热线
石狮日报新闻热线
13959900888

全面推进河湖长制

12345马上就办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投诉
称，沙堤村7片区一村道上经常出
现生活污水。
接到市民投诉后，永宁镇人
民政府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
核实。核实发现，生活污水实际
上是某村民厨房的排水管破损所
致。永宁镇立即派工作人员对该
处村道生活污水进行清理，并由
沙堤村委会动员该村民对厨房、
排水管进行维修。

民生
热线

本报讯“学府路道路两旁
的花圃和树木下发现沙土堆砌
的蚁巢，望有关部门前往处理。”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便民服
务热线反映道。昨日，记者进行
了走访。
昨日下午，记者沿着学府路
绿化带自行车道一侧观察，发现
多处隆起的小沙堆，其外型呈蜂
窝状，用脚踩踏开来，成千上万的
蚂蚁倾巢而出，张牙舞爪，欲行攻
击。记者观察发现，这些蚂蚁的

身体呈棕红色，腹部颜色较深，个
体也比一般蚂蚁大。附近居民林
先生说：“这是‘红火蚁’，具有毒
性，小心不要被蜇到。”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红火蚁
是极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原产
于南美洲。红火蚁不同于一般
的蚂蚁，其毒囊中有大量毒液，
一旦被咬伤，毒液就会注入皮
肤，造成灼烧般的疼痛感和瘙痒
感，皮肤会出现红肿、水泡、脓
包。如果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

细菌性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
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会导致
少数过敏体质或者体质较弱者
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
发过敏性休克或死亡。
绿化带、树木根部附近的土
堆，是红火蚁最常见的巢穴。当
前正值春夏之交，天气反复，雨
水较多，正是红火蚁大量繁殖的
高峰期。市园林环卫管理处表
示，现阶段进行灭蚁效果并不理
想，药剂防治作用受限，将于4

月份开展统一灭蚁行动。
那么，市民如果不慎被红火
蚁蜇咬，应该怎样处置呢？据
专业人士介绍，被蜇咬后，程度
较轻的话可用清水或肥皂水清
洗被叮咬部位，也可用冰块或冷
布敷压伤口。如果伤口处起了
脓包，不要将脓包弄破，以免造
成细菌感染。若被咬后，出现全
身瘙痒、脸部及喉咙肿胀、呼吸
困难、胸痛、心跳加速等症状，应
尽快就医。 （记者 林本鸣）

本报讯 开车路上女驾驶员咳嗽一声，慌了神，一
头撞向护栏。3月25日10时40分，这起事故发生在
甬莞高速下行890+600米处官桥往安溪路段。
民警赶到现场时，女驾驶员不知所措地站在应急
车道上，事故车是一辆闽C牌的风神小车，车辆停在
中间车道上，损毁严重，车头几近散架，整个引擎盖上
翻，安全气囊弹出。女驾驶员李某称，她是7年前领的
驾驶证，平时很少开车，更不曾开车上过高速，当天因
为有急事，向朋友借车，一路上开得心惊胆战，不知道
怎么的咳嗽了一声，一慌神方向盘就偏了，撞到了中
央护栏，随后她猛打方向，急踩了一下刹车又撞到了
右侧护栏。幸亏车速不快，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阿敏）
高速隧道内

铁件掉落
多车追尾
本报讯 3月23日14时30分许，泉州高速交警支
队二泉南高速泉州往永春方向观音山隧道内出现30
多根铁棒，引发多起车辆追尾事故。接到报警后，泉
州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和交通综合执法人员立
即赶往现场。
事故现场通行缓慢，民警发现距离事故点前方
300米处，有一辆货车因爆胎停在右侧车道，右侧车道
上路沿散落着30多根铁棒。经调取事故点监控录像，
执法人员锁定一辆红色皖牌半挂牵引车。监控录像
显示，运载铁件的牵引车行驶在中间车道时货物掉
落，与沥青路面摩擦，火星四射，右侧车道上的白色货
车碾压铁件导致轮胎爆胎后停在右侧车道。三车道
的隧道因通行能力不足，进入隧道的车辆又因未保持
安全车距，进而引发多起追尾事故。
民警随后联系牵引车驾驶员陈某前往接受调
查。陈某承认，进入隧道后几百米，为了躲避一部车
辆，他微微打了一下方向盘，该车为开放式车厢且未
遮盖篷布，车上的铁件因捆绑不牢掉落。因害怕掉落
铁件会引发交通事故，陈某还停车将掉落在车道上的
铁件扔到路沿并拨打报警电话后才离去。
经警方认定，牵引车在行驶中掉落物品造成白色
货车三个轮胎爆胎及底盘损坏的事故，陈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交通综合执法人员对陈某未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货物脱落造成危害后果处以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
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凯丰 廖煜渠）

永宁镇人民政府迁墓公告

因永宁外线外高段工程建设需要，自公告之日起
位于永宁镇外高村征收用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请立
即到永宁镇外高村委会进行咨询和登记，并于2020年
4月5日前自行迁出，逾期将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永宁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