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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永宁第二社区村民郑德恩有石木结构房屋一

宗，地址位于永宁水关街10号，四至：东至李永辉宅，西至

董笑治宅，南至水关街，北至张美丽。经核实房屋系郑德

恩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

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郑德恩申请对该房屋进

行就地改造翻建住宅，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

内向我居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居委会将按

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

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永宁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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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蔡良地有石头结构房屋一宗，地址
位于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三区2号，东至埕地，西至蔡良
圭，南至村路，北至山头。经核实该房屋系蔡良地所有及
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取得任何有效批准
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蔡良地申请对该房屋进行就地改
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在登报期间30天
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
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
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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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第三中

学不慎遗失福建省公益事

业捐赠统一票据，号码：

00106115，金额：10000，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第三中

学不慎遗失福建省公益事

业捐赠统一票据，号码：

00106116，金额：6000，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海天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福建省政府非税收收入票
据，号码：0326763，金额：
10735.20，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福建省安溪县
长坑乡山格村山格228号陈
水源不慎遗失身份证，号
码 ：350524197910255513，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莆田商
会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0958302，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分 类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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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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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科技楼5楼（515、
519室），挂牌价：19200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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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兹证明本村村民蔡海钦、蔡竣铭、蔡永胜有石结构房屋

一宗，地址位于石狮市祥芝镇祥农村溪口43、44号，东至蔡

马伏、蔡强援，西至简易搭盖；南至蔡雨竹；北至蔡志华、曾

国栋。经核实该房屋系蔡海钦、蔡竣铭、蔡永胜所有及使

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为止尚未取得任何有效批

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蔡海钦、蔡竣铭、蔡永胜申请对该

房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在

登报期间30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

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

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祥农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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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环路第二实验小学对

面的陡坡，山体又有碎石掉落，

石块都滚落到路边啦！”近日，

多位市民致电12345便民服务

热线，反映南环路二小对面陡

坡碎石掉落问题再次发生，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

门根治这一隐患。为何陡坡又

落碎石？11月17日上午，记者

前往一探究竟。

陡坡又现落石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南环路

豪雅商厦（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对面），在商厦东侧有一处又高

又陡、面积又大的边坡。肉眼可

见，该陡坡局部坡体已有不少裂

隙，一些缓坡阶梯的梯面上滞留

有浮石、危石。坡下的人行道也

散落了许多落石，其中不少落石

因掉落速度太快“冲进”南环路，

最大的一块落石比一顶成人安

全帽还大。

记者在现场看到，陡坡下

的人行道已用警戒线包围，但

因风力过大，不少警戒线掉落

在地。路面和陡坡上也设置了

不少“上有落石 禁止靠近”的

危险警示牌。但据附近商家表

示，虽有警示措施，仍有部分行

人从陡坡下贸然通行。

问题由来已久
此处落石，由来已久。

2019年1月份，本报以《南环路

陡坡落石 多部门介入处理》为

题关注报道过此事。

据此前报道，从2013年至

今，12345热线陆续接到群众来

电，反映“南环路豪雅商厦东侧

高陡边坡一遇极端雷雨天气，

就有碎石滚落路面”的情况。

期间，相关部门多次协调处理，

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2018年，台风带来的持

续性强风暴雨，使得岩石裂隙

充水达到饱和状态，一时间，浮

石不断往下崩裂、滚落。当时，

市自然资源局及时介入处理，

委托福建省闽东南地质大队对

现场进行调查，并形成《石狮市

南环路豪雅商厦东侧高陡边坡

隐患点应急调查报告》，市便民

服务中心又形成一份《关于彻

底解决南环路豪雅商厦东侧高

陡边坡隐患点的请示》提交给

市政府。之后有关部门决定将

治理工作纳入风炉山山体公园

项目共同实施，以彻底消除安

全隐患。

力争根治隐患
“为何最近碎石又落下？”

走访中，针对陡坡又落碎石这

一问题，附近商户猜测与早前

强风暴雨影响不同的是，此次

除了岩石风化老化、裂隙充水

饱和等原因外，或与周边项目

施工有关。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

到，风炉山公园建设后，陡坡治

理驶入“快车道”。早在今年8

月份，市自然资源局便委托福

建省地质勘查设计院开展1：

500地形图测量、地质勘查，并

对区域内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提出治理措施，编制治理施工

方案，目前治理方案已完成评

审。方案通过并招标完成后，

施工单位将对西起豪雅商厦

旁、东到军粮供应站旁的两段

陡坡山体统一进行施工。施工

将包含削坡，清除悬浮、脆裂的

石头，做好边坡防护和排水沟

预埋等多项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表示，在未

施工前，湖滨街道办事处也将

加强巡查，增设警示标志、拉设

固定警戒隔离网，禁止行人通

过此路段。相关单位提醒，行

人和车辆暂勿靠近陡坡。

（记者 庄玲娥 李荣鑫）

陡坡落石 请勿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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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有些背影看似
平凡，但足以温暖人心。”11月

15日上午，南环路原科盾医院

路口斑马线上，一位辅警主动

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

这一暖心瞬间被正在等红绿

灯的市民庄女士用手机定

格。根据庄女士提供的图片

与线索，记者进行了采访。

当日上午11时许，市民庄

女士乘坐丈夫开的车在南环

路原科盾医院路口等红绿灯，

恰好看到斑马线处一位辅警

正搀扶着一位老人过马路。

“这位老人拄着四脚拐杖（助

行器）行动缓慢，走两步得休

息一下，几乎是挪着步子走

的，这位辅警很有耐心，一路

陪护。”庄女士说，看到这一场

景，其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

流，于是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

画面。

根据庄女士提供的图片

等信息，记者向市交警大队调

查核实得知，搀扶老人过马路

的是交警大队市区中队的辅

警施榕提。施榕提介绍说，当

时他在群英南路与南环路交

叉路口执勤，发现一位60多岁

的老人拄着拐杖从群英南路

往路口走来，看着老人步履艰

难，便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准

备过路口到泰亨新城。

“老人的步子很小，而且

走几步要休息一下，走了大概

三轮红绿灯，才通过路口。”施

榕提回忆说，除了在班马线中

央护栏处休息过一回，途中老

人也有停下，一些通过红绿灯

的车辆也比较配合，提前避让

慢慢地通过路口。通过路口

后，施榕提将老人扶到泰亨新

城小区，有店面业主认识这位

老人，主动送其回家。施榕提

才放心地离开，返回路口继续

执勤。

施榕提今年34岁，从事辅

警工作已有10年。听说自己

的举动被市民拍下一事，施榕

提说：“扶老人过马路是件平

常事，每位交警、辅警遇到这

样的事都会伸手去做的，这也

是我的本分。”

（记者 林恩炳）

公交车上乘客晕倒 司乘人员热心救助
本报讯 女乘客上车找到座

位刚要坐下，忽然倒在车厢内抽

搐。紧急时刻，公交司机和乘客

纷纷伸出援手，热心救助。11月

17日下午，这一幕发生在18路闽

C03030D公交车上。

当天下午4点40分左右，一

位约50岁的女乘客从边防大队站

上车，刚找到位置要坐下，突然无

力晕倒在车厢。车上乘客见状，

赶紧上前帮忙，并将情况告诉司

机。正在开车的赵宏伟师傅第一

时间将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查看

女乘客的情况。

该乘客眼睛微张、神志不清，

赵师傅赶紧为其摘掉口罩保持呼

吸通畅，然后掐人中，试图让其恢

复意识。不一会儿，女乘客身体

突然抽搐，口水直流，其他乘客见

状，有的帮忙护住头部，有的拿纸

巾为她擦干嘴角的口水。赵师傅

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公司

报告情况。五六分钟后，女乘客

抽搐慢慢得到缓解，神志逐渐清

醒。赵师傅通过其手机顺利联系

其家属。17点04分，救护车赶

到，乘客家属也随后赶到，赵师傅

与医护人员说明了女乘客症状，

等救护车离开后，赵师傅才放心

地返回车上。

据悉，这位女乘客前往医院

救治后，目前已无大碍，当日出

院观察。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康伟玲）

本报讯 11月17日，记者从石狮气象局了解到，本

周我市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18～19日冷空气减弱，

气温上升，同时沿海风力明显减小。20日新一轮冷空

气开始影响我市，气温下降，天气转为阴有阵雨，20日

夜间～22日沿海有7～8级东北大风。

近期，我市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用火

安全，加强防火等安全防范工作。未来一周，无明显

降水，应加强水库蓄水的科学调度管理。20日夜间～

22日沿海风力较大，需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滨海活

动等的不利影响。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辅警扶老人过马路 市民抓拍暖心瞬间

1.个人的网约车从业资格证

丢失如何补办？

答复：网约车从业资格证丢
失应提供以下材料到石狮市行政
服务中心二楼D112号窗口（交通
和港口发展局）办理：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补（换）发登记表》（可到窗口
填写）；（2）身份证、居住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非石狮本地户
籍需提供居住证）；（3）有效机动
车驾驶证复印件1份（需原件核
对）；（4）一寸近期免冠白底彩色
照片1张；（5）设区的市级以上报
纸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遗失声
明原件（遗失声明需注明证件名
称、证号、姓名、身份证号）。

2.参加CAD设计职业资格证

培训有无补贴？

答复：在我市人力资源公共
服务中心办理求职、就业、失业实
名制登记的城乡劳动者（法定劳
动年龄范围内），可自主选择参加
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机构
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取得福建
省职业技能培训结业证书，可按
每人500元标准给予个人培训补
贴。

3.如何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

预约办税？

答复：纳税人可登录后通过
选择“我要预约”，或登录后通过
选择“互动中心”并进入“预约办
税”，进行预约办税。具体分为线
下预约及线上预约。线下预约用
于办税服务厅预约办税，服务事
项类型包括税政政策咨询、业务
办理辅导、预约排号服务等，纳税
人可根据预约事项选择预约地
点、预约时间等；线上预约用于电
子税务局预约办税，服务事项类
型包括在线辅导、在线座谈、在线
约谈、在线培训等。部分省电子
税务局还可查看各办税服务厅实
际排队情况。

4.开通新奥天然气可至何处

办理？

答复：可到金林路泉冠酒店
一楼（兴业大厦斜对面）新奥燃气
公司办理开通天然气。

5.小孩改名后如何更改新农

合信息？

答复：可携带户口本及新农
合卡至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农合
窗口办理变更，后持窗口出具的
错卡重置证明前往银行重新办理
新农合卡。若办理变更前新农合
卡上还有余额，需提前取出，否则
重置后无法取款。 （本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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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多云天气
气温有所上升

长福路整治车辆违停
市民来电反映，长福路31号路段两侧车辆违停严

重，望有关部门前往整治。

接到市民来电后，交通警察大队立即安排执勤人

员前往现场查看，并对当事人反映的长福路机动车违

停进行整治。下一步，将结合日常勤务形成长效机

制，通过开展“七进”宣传教育，提高市民自觉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意识。

商铺“蒙古包”有人管了
市民来电反映，塔前同德路多家店铺搭盖蒙古包

占道经营。

接到市民来电后，灵秀镇人民政府城管办工作人

员立即前往现场执法，商铺现已自行拆除搭盖蒙古

包。灵秀镇城管办将不定时巡查，一经发现占道，立

即执法。 （本鸣 整理）

（上接一版）据在湿地公园耕作的
农民介绍，这只白鹤已在这里停

留了约20天。昨日下午，记者再

访湿地公园，可惜未能记录到另

两只白鹤。

据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志愿者委员会主任委员、泉州

市观鸟学会会长吴轲朝介绍，中

国是鹤类分布最多的国家，全球

15种鹤，9种的故乡在中国，如丹

顶鹤、灰鹤等。每年夏天，白鹤在

西伯利亚繁殖，秋季到吉林、内

蒙古、河北等地中转，随后98%的

白鹤会到江西鄱阳湖越冬，春暖

后再北上，此前在福建从未被记

录到。在泉州市林业部门公布的

本市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当中，此

前仅有黑鹳、黄腹角雉两种，白鹤

的加入，使之增至三种。

频危鸟类白鹤缘何眷顾石

狮？吴轲朝介绍说，白鹤是少见

的以素食为主的鹤类，以藨草根、

藕根、苦草根为食，石狮湿地公园

内有大面积藕田，能够为白鹤提

供充足的食物。此番有白鹤从江

西鄱阳湖继续南下，可能与今年

气候变化及石狮良好的湿地生态

环境有关。“石狮湿地公园是一块

福地！”吴轲朝进一步介绍说，除

了白鹤，前段时间还记录到从未

到访过泉州的白额雁、豆雁。

于2019年建成的石狮湿地公

园，紧邻泉州湾南岸，项目占地面

积275公顷，是万千鸟类栖息繁衍

的“伊甸园”。近年来，石狮市委、

市政府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湿地公

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

著，越来越多的候鸟到这里越冬，

有记录到鸟类超80种。而在泉州

湾区域，在泉州各级林业部门努

力下，目前鸟类已达200种，一半

以上是冬候鸟。

鹤翔万里，来去千年！白鹤

是吉祥、长寿、高雅、华贵的象征，

在民间被称为“仙鹤”。白鹤造访

石狮，石狮人有福了！

（记者 茅罗平 颜华杰/图 林

恩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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