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园城社区厨余垃圾专用桶架
厨余垃圾随意倒入垃圾桶

沿街店面门前的泔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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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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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产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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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延年路52-58号淑佩楼店面，
挂牌价：详见网站。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
及竞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站：
http://www.qzcq0595.com/ss/。报名联系人：
李女士、王先生；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4日

公 示
石狮市湖滨综合市场将于2020年7月1日至2日举

行摊位、店铺抽签仪式，请接到通知的商户于6月28日至

29日到综合市场招商办领取抽签入场劵并核对商户信

息，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此次抽签将采取现场公

开摇号的方式，届时将由湖滨街道办事处成立监督组对

整个抽签过程进行监督。

湖滨综合市场摊位经营范围共七大类：海鲜类、冻品

类、副食类、熟食类、肉类、蔬菜类、水果类，各大类依次抽

签日期安排如下：

具体摊位、店铺数量分配情况和抽

签流程、规则等，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湖

滨农贸市场”了解更多详情

地址：石狮市宝石路湖滨综合市场
电话：88863737
注：本次抽签仪式最终解释权归湖

滨街道办事处监督组所有

石狮市湖滨农贸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24日

举行时间

1日

1日

1日

2日

2日

2日

2日

上午：8:30-11:30

下午：2:00-3:45

下午：4:00-6:00

上午：8:30-9:45

上午:10:00-11:30

下午：2:00-3:45

下午：4:00-6:00

场次类别

海鲜类

冻品类

副食类

熟食类

肉类

蔬菜类

水果类

本报讯“动一动手指，即可举
报环境污染！”6月23日，泉州市石

狮生态环境局环境污染微信举报

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营，市民群众用

手机关注“石狮生态环境”公众微

信号，即可通过文字、图片、定位

等信息，举报环境污染行为，环保

部门将迅速展开调查，并向举报

（投诉）人反馈调查处理结果。

据悉，该举报平台受理范围

为工业企业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

动中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粉尘、

恶臭、噪声等对环境污染的行

为。市民群众进入“石狮生态环

境”公微后，在右下方的“环保举

报”菜单栏，填写个人姓名、联系

方式、举报对象名称，上传地址定

位、问题描述、现场图片等信息即

可完成投诉。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接到微信举报后，环

保执法人员将通过微信举报平台

功能及举报信息，快速锁定违法

排污企业（单位）的具体位置及排

放污染物种类，对举报人所反映

的问题可以更快、更准地调查处

理，缩短了核查处理时间，提高了

效率。同时，执法人员将通过举

报者留下的联系方式及时反馈调

查处理结果。该负责人表示，将

对诉求人提供的信息严格保密，

同时提醒为提高环保微信举报平

台的运行效率，请不要重复提交

相同的举报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还对

餐饮油烟污染、建筑施工噪声、社

会生活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生活

垃圾问题等非该部门处理事项，

提供了相应职能部门投诉电话，

指导市民群众第一时间精准反映

环保热点问题。

此前，我市环境污染举报方

式主要有电话（88875110、12345）、

信件、走访等方式。环境污染微

信举报平台的开通，为群众提供

了一个更方便、更快捷的举报途

径，市民群众可通过该举报平台

及时反映身边的环保问题，共同

维护石狮生态环境。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王鸿荣）

本报讯 明天就是端午小长

假了，端午节期间我市天气如

何？6月23日，记者从石狮气象局

了解到，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市

天气总体较好，以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

端午节期间我市气温较高，

天气闷热，请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并及时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另

外，近期森林气象火险等级较高，

请注意用火安全。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逐日天气预报（气温以市区

为准）如下：

24日，多云，气温27～35℃，
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25日，多云，气温27～34℃，
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

26日，阴，气温27～32℃，沿
海西南风5～6级；

27日，阴转多云，气温27～
33℃，沿海偏南风4～5级。

端午节期间
石狮气温较高
多云天气为主

12345�民生咨询

突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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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父母名下的房产如何过户给子女？

答复：如果子女为成年人，可通过买卖和赠予两
种方式过户。若子女未成年就只能以赠予的方式过
户给子女。根据父母持有的不动产权证办证日期，需
提交材料也有所区别。具体可咨询不动产登记中心
电话：88711016。

2.如何办理老人证？

答复：年满60周岁的老人可携带身份证、小一寸
彩色近照一张到户籍所在地的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办理老人证。

3.汽车6年免检标是否需领取？

答复：6年内的免检车辆，可通过交管”12123“手
机App网上申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本鸣 整理）

市民致电12345热线反映称，其小孩在中英文小

学读一年级，去年便缴纳了学费。但因疫情原因，今

年好几个月未上学，要求学校退还部分学费未果。

部门回复：市教育局表示，经了解，学校学费按学
年收取。疫情未入学期间，学校通过推送学习资源，
指导学生线上教学答疑与线下居家自主学习。复课
后学校根据实际校情灵活调整，采取调整日常教学安
排和课时的办法，或通过调整学期教学计划安排，弥
补延期开学耽误的课时。根据相关规定，学校不退还
学费没有违反规定。另，学校将退还多收取的住宿费
和伙食费。

几个月没上学
学费能退还吗

12345�部门回音

“流浪狗”追行人
存在安全隐患

“餐馆饭店的泔水如果没

有人来收集，我们应该怎么处

理？”“楼下垃圾桶经常有人将

餐厨垃圾倒进去，导致污水横

流、臭味熏天！”“有没有处理餐

馆泔水的渠道？”自石狮市便民

服务热线12345开通以来，时常

有市民投诉咨询餐厨垃圾处理

问题，每至夏季高温时节，投诉

量明显见涨。

餐厨垃圾何去何从？沿街

餐馆、小区住户在处理餐厨垃

圾上有何妙招？餐厨垃圾何时

摆脱尴尬身份？带着问题，昨

日记者进行了一番走访。

窘况：
餐厨垃圾 随意倾倒
“小区楼下的垃圾桶被人

随意倾倒餐厨垃圾，可以申请

撤掉这些垃圾桶吗？”近日，家

住金相路黄鹤楼附近的居民致

电12345反映，其小区楼下空地

上有5个垃圾桶，平日里附近

居民、饭馆随意倾倒垃圾，导致

垃圾桶长期污水横流、臭味熏

天，污染环境的同时也对周边

居民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

区附近，发现小区空地上有5

个垃圾桶并排，确实如投诉市

民所言，垃圾桶下污水横流，臭

味熏天难以靠近，垃圾桶内明

显可见田鸡、米饭、菜叶等餐厨

垃圾。“每天都这么臭！”一位常

来此处拾荒的阿姨告诉记者。

这些餐厨垃圾是谁扔进去的？

过路市民怀疑是附近餐馆随意

倾倒。但当记者来到离小区最

近的一家餐馆时，发现该餐馆

后厨收拾整洁，且专门设立了

一个泔水桶。

“我们垃圾都是分开处理

的，泔水每日有专人回收，后厨

地面、墙面也是每日刷洗，附近

居民还夸我们干净卫生呢！”采

访中，该饭店后厨阿姨表示，附

近垃圾桶的臭味主要是由于居

民随意丢弃剩菜剩饭，垃圾分类

意识薄弱导致。“如果居民扔垃

圾时，餐厨垃圾能跟生活垃圾分

类打包，楼下专设一个餐厨垃圾

桶，这样每日有环卫工人上门处

理，也不会弄得这么脏乱臭。”

除了居民无垃圾分类意识

随意丢弃餐厨垃圾，还有餐馆

无人上门回收餐厨垃圾，随意

倾倒进下水道或附近垃圾桶

内。在12345热线来电中，屡有

市民反映餐馆将餐厨垃圾直排

下水道，导致下水道堵塞，还有

餐馆因为无人上门回收泔水，

而与生活垃圾一并倒进附近垃

圾桶内。因为餐厨垃圾无人处

理，宝科路一家湘菜馆备受困

扰：“没有人上门回收泔水，我

们扔进垃圾桶也是实属无奈。”

试点：
统一收集 就地处理
那么，餐厨垃圾到底应该

怎么处理？走访中记者发现，

大多数沿街餐馆都有自己的解

决办法：设立泔水桶，联系专人

上门回收。在宝盖科技园区，

记者就看到不少餐馆门前都摆

放了一个蓝色的泔水桶，每日

都有专人上门回收。

对于学校、酒店、食堂等餐

厨垃圾“产出大户”，这里的餐厨

垃圾则由城市管理局每日派专

车上门转运。还有不少居民也

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在自家厨房

安装家用餐厨垃圾处理器，就地

粉碎湿垃圾，避免后续困扰。

而作为我市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试点社区的花园城社区，

其解决办法令记者眼前一亮。

去年开始，花园城社区便大力

完善垃圾分类设施设备、撤桶

并点，把社区80个收集点合并

为31个垃圾环保站点。同时，

向每位居民分发两个厨余垃圾

收集桶，一个让居民带回家装

餐厨垃圾，一个放在楼宇间设

立的餐厨垃圾专用桶架上等待

轮用，每日专人统一收集垃圾

并清洗垃圾桶。社区还配备了

小型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将社

区内的餐厨垃圾每日就地处

理。

该举措得到大部分居民的

欢迎，但也有少数人怕麻烦，不

愿特意分类送到指定收集架

上。

期待：
管好源头 精准分类
“加大垃圾分类设施、设备

等硬件投入，让居民分类垃圾更

便捷，花园城社区的做法值得推

广。”采访中，有市民提出建议。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像

花园城社区这样的垃圾分类“试

点”范围正不断扩大，相关机制、

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中。

另悉，根据《石狮市加快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针

对餐厨垃圾，石狮市餐厨垃圾

预处理项目已选址石狮市将军

山垃圾填埋场清空的东侧场

地，设计规模为40吨/日，将大

力采购运营餐厨垃圾预处理设

备，计划于今年完成项目建设

并投入使用。

相关部门表示，配套设施

陆续齐全之下，也期待广大商

家、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在

源头做好精准分类，为美好家

园尽自己的一份力。

（记者 庄玲娥 林本鸣 实

习记者 颜铭渝）

餐厨垃圾
何去何从

餐厨垃圾随意倒入垃圾桶现象仍较为普遍；花
园城社区统一收集、就地处理餐厨垃圾?

本报讯 6月23日，石狮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与爱心企业、保险

公司等联合开展“一盔一带”主题

宣传活动。活动中，交警部门通

过猜谜送头盔、承诺守法送头盔，

分发宣传单、摆放宣传展板、现场

接受咨询等形式，广泛宣传佩戴

头盔的重要作用和使用常识，倡

导市民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时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出

行。

当天下午，在鸳鸯池公园正

大门广场，市交警大队开展“安

全从‘头’开始，生命幸‘盔’有

你”现场宣传活动。听说猜中谜

语可以获得爱心企业赞助的头

盔奖励，许多市民来到现场争相

猜谜。现场，市交警大队六中队

民警和协勤人员在维护好现场

秩序的同时，借机向群众分发宣

传单，讲解头盔的正确佩戴方

法，而摆放在现场的几块展板

上，安全头盔的重要性也以图文

方式予以展示。在这场活动中，

交警大队共分发交通安全宣传

材料3000余份、赠送安全头盔

200顶。

当天傍晚放学时间，市交警

大队七中队民警在石狮市第二实

验小学门口，开展了“你承诺遵守

交规，我送你安全头盔”活动。活

动中，交警大队发现有家长或学

生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即当场予

以批评教育，要求立即佩戴好头

盔，对于未戴安全头盔的，在家长

签名承诺改正，今后一定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驾乘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一定会佩戴好安全头盔后，

便赠其一个由爱心企业捐赠的头

盔。

“一盔一带”关乎生命安全。

采访中，市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交警大

队还将组织民警深入村居、社区、

各校门口等开展“一盔一带”主题

宣传。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胡

清辉 蔡万紫 张宏宜）

交通整治年 政府绘蓝图
构建路通人和滨海城
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特约协办

交通违法举报电话：88595122
交警微博：http://t.sina.com.cn/ssjgdd

安全从“头”开始 生命幸“盔”有你
石狮交警大队开展“一盔一带”主题宣传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开通环境污染微信举报平台
动一动手指
即可举报环境污染

本报讯 6月23日下午，锦尚

镇微型消防站接警称，深埕村沿

海大道边山林起火，火势凶猛。

镇消防站人员迅速赶往事发地点

灭火，在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人

员支援下，短时间内将山火扑灭。

据悉，锦尚镇加强“微型消防

站”建设，定期组织微型消防站的

消防人员开展消防演练，提高微

型消防站人员的灭火处置和防火

巡查，持续推进辖区微型消防建

设，守护一方安宁。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周江平）

锦尚镇
微型消防站出警
迅速扑灭山火

市民致电12345热线反映称，有一只流浪狗每天

都出现在新兴二路飞亚世工厂门口，且会追逐过往行

人，存在安全隐患。

部门回复：接到投诉后，湖滨街道办事处立即派
工作人员前往核实，了解到该狗并非流浪狗，而是由
工厂饲养的。工作人员已要求工厂对该狗进行圈养
处理，防止其追逐过往行人。

（以上稿件由本鸣整理）

本报讯 6月23日晚7时许，

一辆停在市区兴东六路上的奔驰

车突然起火，并引燃了停在边上

的另外两辆车。据了解，起火后，

奔驰车司机当场跳车逃生，火灾

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晚9时许，记者在现场看

到，火灾过后的三辆车都还在，现

场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焦臭味，地上散落有不少汽车零

件碎片，其中奔驰车和靠近它的

白色小车受损最为严重，白色小

车基本只剩下残骸，奔驰车车身

前部也被烧毁。离奔驰车两三米

远的黑色小车车头前保险杠被烧

坏，其他并无大碍。奔驰车车主

和亲友正用反光路锥将起火现场

围起来。

从火灾现场视频中可以看

到，火灾发生后火势蔓延迅速，燃

烧时还发出了爆鸣声，结合现场

来看，可能是白色小车油箱被烧

引起。

据附近居民介绍，晚上7点

多，一名男子驾驶该辆奔驰车从

濠江路拐进兴东六路后停在路边

等人，突然车头引擎盖位置冒烟

起火，男子赶紧跳车逃离。对于

其他情况，现场的奔驰车车主及

亲友不愿过多透露。

记者从石狮市消防救援大队

湖滨消防站了解到，火灾发生后，

该站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经

过15分钟左右的努力，大火被成

功扑灭。

（记者 陈丽明）

奔驰车突起火 路边两车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