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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遗失声明

公 告 栏公 告 栏
☆☆吴华森遗失融侨（福州）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淮安二期
B28#103单元发票 1张，发票编
号：05903362，金额：2350000元
整，声明作废。
父亲陈景阳、母亲黄淑华之
子陈梓豪，出生日期：2013年 7
月 30号。遗失出生证明，证号：
N350191168，声明作废。
▲陈慧、施秀云遗失与福清融辉
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合同编号：20100420
068，登报遗失，特此声明。
▲吴龙璋、黄莉夫妇遗失儿子吴
锦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日
期：2019 年 7 月 29 日，编号：
T350087800，声明作废。
▲祁辉、梁海花夫妇遗失儿子祁
奕坤“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日
期：2007 年 12 月 17 日，编号：
H350266586，声明作废。
▲福州闽壹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货车闽 AR2250 道路运输证 1
本 ，证 号 ：闽 交 运 管 榕 字
350111211131，特此声明。

尊敬的客户：
我公司将于 2021年 6月 11

日 8：00至 18：00在福州市台江
区高桥支路 13号永新新村、高
桥支路 1号高桥楼（福建高桥工
贸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路 6
号华信花园等一带用户割接，届
时将影响该地区周边电信的固
定电话等窄带用户，敬请谅解！
如发现问题请拨打10000申告。

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遗失声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
镇白云村东塔村民林华云身
份证 号 码 ：350111196303110
664，是福州市仓山会展中心片
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胪雷河
二期）被征收户，并于 2018年 2
月 9日签订协议，本人领取的征
收协议（协议号：LLHB2002001、
货币补偿、产权调换费用确认
表附件编号 LLHB2002001- 1、
LLHB2002001-2）原件 3份不慎
遗失，现声明本人所领取的原
协议作废，如有异议者，于 30
天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

声明人：林华云
▲声明:林群的房屋坐落在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跃进村
池头 6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19年由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盖山
西路 1号(原南二环路北侧)双湖
新城(海峡体育中心 5#安置房)
四区A标段1#楼1001单元。现
由林群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房
屋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
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林群
▲陈慧、施秀云遗失由福清融辉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地址金辉
华府7#2504的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 票 4 张 ，发 票 代 码 ：
235001192040，发 票 号 码 ：
01095913，金额：820000元；发
票代码：235011092010，发票号
码：00023519，金额：30000元；
发票代码：235011092020，发票
号码：00046054，金额：308688
元；发票代码：235011092010，
发 票 号 码 ：00023517，金 额 ：
20000元，声明作废。
▲声明：游文华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岳峰镇鹤林村鹤林新村
86- 1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11年由福州晋安房管局房屋
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
岳峰镇桂溪路 36号岳峰新城三
区（A 区）1 幢 1402 单元、8 幢
3104单元。现由游文华申请办
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
异议，请于 30天内向拆迁单位
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游文华
▲声明：陈东光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岳峰镇鹤林村鹤林新村 70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1
年由福州晋安房管局房屋征收
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岳峰
镇桂溪路36号岳峰新城三区（A
区）1幢 2906单元、1幢 1505单
元。现由陈东光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
于 30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
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陈东光
▲声明：陈东平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岳峰镇鹤林村鹤林新村 70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1
年由福州晋安房管局房屋征收
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岳峰
镇桂溪路36号岳峰新城三区（A
区）1 幢 905 单元、1 幢 1006 单
元。现由陈东平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
于 30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
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陈东平
▲声明：游思宁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岳峰镇鹤林村鹤林新村 71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1年
由福州晋安房管局房屋征收工
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岳峰镇
桂溪路 36 号岳峰新城三区（A
区）1幢1604单元。现由游思宁
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

记。如有异议，请于30天内向拆
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游思宁
▲声明：游楹的房屋坐落在晋安
区岳峰镇鹤林村鹤林新村 71-1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1
年由福州晋安房管局房屋征收
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岳峰
镇桂溪路36号岳峰新城三区（A
区）3幢1606单元。现由游楹申
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
如有异议，请于 30天内向拆迁
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游楹
★声明：黄菲原房屋坐落于仓
山区城门镇湖际村角里，产权
未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6]83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已被
拆除。2007年由黄菲作为协议
的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书，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胪峰
路 3 号天马佳园 8#楼 1504 单
元、8#楼 1505单元。现以黄菲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
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
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
程处反映。如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黄菲的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
权证登记。本人黄菲声明以上
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
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
任。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
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
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黄菲
★声明：唐昌晨原房屋坐落于
福州市台江区洋中后巷 248-1
号 ，产权未登记，经榕政征
〔2012〕11号《房屋征收决定书》
批准已被拆除。2012年由唐昌
晨作为协议的乙方签订拆迁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于仓山区
仓山镇联建路 19号（原南二环
路西北侧）联建新苑（一区）5#
楼 903单元。现以唐昌晨名义
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
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
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
反映。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唐昌晨的名
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
证登记。本人唐昌晨声明以上
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
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
任。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
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
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唐昌晨
★声明：陈海梅的房屋坐落于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涧田村，原
房屋产权部分未登记。2016年
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
限公司征收并安置于晋安区新
店镇山南路 255号奇山新苑［福
州北站改扩建工程安置地Ｇ地
块（安置房）］10#楼 2203单元。
现由陈海梅申请办理上述安置
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
报之日起 30天内向征收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海梅
★声明：池恒文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宦溪镇湖山村大洋，原房屋
产权未登记。2012年由晋安区
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
安区宦溪镇垄湖路桂湖苑（桂湖
片区项目安置房）1#楼 301 单
元。现由池恒文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
于 30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
委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池恒文
★声明：刘秀金的房屋坐落在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新
颐 村 ，原 房 屋 产 权 未 登 记 。
2018年由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并安置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
谢宅路 8号金建小区二期 41号
楼 1101单元。现由刘秀金办理
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
议者请在 30天内向征收公司提
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刘秀金
★声明：林丽娜的房屋坐落在
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村，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7 年
由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征收并安置于福建省
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祥路 10
号胪雷新城（一区）（东部胪雷
新城社会保障房一区）5A#楼
2002单元。现由林丽娜办理上
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者请在 30 天内向征收公司提
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林丽娜
★遗失声明：原权人：郑能铭
（已故）的原房屋坐落于福建省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村里垱，2011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
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尾镇快安
路18号儒江和谐家园2号楼704
单元。郑能铭与福州地源房屋征
收工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 1份不慎遗失，现由其
子郑卫东代为声明作废。如有异
议，请于 30日内向拆迁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郑卫东（代）
◆声明：陈玉霖原房屋坐落于
福州仓山区盖山镇后坂村 79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
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
迁 许 可 证》批 准 已 被 拆 除 。
2009年由郭忠妹代陈玉霖签订
编号为 0715的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书，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秀

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侧与后坂
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区）（东
部 7 号农民新村）7#楼 506 单
元。现由本人陈玉霖申请办理
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
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司
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拆迁实施单位将以陈玉霖的名
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
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
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
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
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陈玉霖
◆声明：郑福海原房屋坐落于
福州仓山区盖山镇屿宅村后
井，原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
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
迁 许 可 证》批 准 已 被 拆 除 。
2009年由郑福海作为协议的乙
方签订编号为 0786的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书，享受 1口基本住房
面积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
盖山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
侧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
（二区）（东部 7号农民新村）4#
楼 2806单元。因郑福海已故，
现由郑淼钗代郑福海办理上述
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若
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
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司反映。
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实
施单位将以郑福海的名义办理
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
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
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
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郑淼钗（代）
◆声明：刘光钟原房屋坐落于
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后门里 19
号，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拆
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批准已被拆除。2009
年由刘光钟作为协议的乙方签
订编号为 0726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享受 4口基本住房面积
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盖山
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侧与
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
区）（东部 7 号农民新村）3#楼
1702单元、仓山区盖山镇屿宅
路 9号（原屿宅路西侧秀宅路东
侧）后坂新城四区（东部新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2#楼 1902单
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
策的安置人口（刘光钟、陈玲、
刘舒涵、刘鸿翔）共同协商，一
致同意以本人刘光钟名义办理
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
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
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刘光钟
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
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
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
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光钟
◆声明：刘增银原房屋坐落于
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后门里 3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
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
迁 许 可 证》批 准 已 被 拆 除 。
2010年由刘增银作为协议的乙
方签订编号为 0987的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书，享受 4口基本住房
面积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
盖山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
侧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
（二区）（东部 7号农民新村）3#
楼 203单元、仓山区盖山镇屿宅
路 9号（原屿宅路西侧秀宅路东
侧）后坂新城四区（东部新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3#楼 704 单
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
策的安置人口（刘增银、林赛
金、刘钦钦）共同协商，一致同
意以本人刘增银名义办理上述
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若
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
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司反映。
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实
施单位将以刘增银的名义办理
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
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
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
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增银
◆声明：黄春生（已故）原房屋
坐落于福州仓山区盖山镇浦下
村包爷 39号，部分房屋产权已
登记，产权人为黄春生，经榕房
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
迁 许 可 证》批 准 已 被 拆 除 。
2011年由陈妹金代协议的乙方
黄春生签订编号为 0294的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书，享受 5口基本
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
区盖山镇屿宅路 67号屿浦新苑
（福州东部新城6号社会保障房）
5#楼904单元、8#楼1203单元、仓
山区盖山镇秀宅路5号（原林浦
路西侧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
城（二区）（东部7号农民新村）7#
楼 1403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
积保护政策的安置人口（陈妹
金、许碧金、黄淑琴、江家兴、江
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以黄春
生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
产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
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
有限公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黄春
生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陈妹金（代）
◆声明：郑珠玉原房屋坐落于
福州仓山区浦下村大埕，房
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
字﹝2007﹞第 86 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批准已被拆除。2009
年由郑珠玉作为协议的乙方签
订编号为 0922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享受 6口基本住房面积
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盖山
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侧与
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区）
（东部7号农民新村）2#楼401单
元、4#楼 304单元、仓山区盖山
镇屿宅路 9号（原屿宅路西侧秀
宅路东侧）后坂新城四区（东部
新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6#楼
703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
保护政策的安置人口（郑珠玉、
刘玉龙、刘飞龙、赵味妹、刘煊）
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以本人郑
珠玉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
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
收有限公司反映。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郑
珠玉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
不动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
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
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郑珠玉
◆声明：陈强房屋坐落于福州仓
山区后坂村 90号，原房屋产权
未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已
被拆除。2012年由陈强作为协
议的乙方签订编号为 0363的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享受 5口基
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置于
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65号屿浦
新苑（福州东部新城 6号社会保
障房）1#楼 1001单元、仓山区盖
山镇屿宅路67号屿浦新苑（福州
东部新城6号社会保障房）10#楼
902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
护政策的安置人口（ 陈强、林建
平、陈恒瑞、陈玲、陈宇昕）共同
协商，一致同意以本人陈强名义
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
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
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
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陈强的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
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
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
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
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陈强
◆声明：刘森钦原房屋坐落于
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后门里 26
号，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拆
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批准已被拆除。2009
年由刘森钦作为协议的乙方签
订编号为 0979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享受 5口基本住房面积
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
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侧与后
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区）
（东部7号农民新村）3#楼602单
元、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 9 号
（原屿宅路西侧秀宅路东侧）后
坂新城四区（东部新城 6号西侧
地块项目）3#楼 604单元。因刘
森钦已故，现经享受基本面积
保护政策的安置人口（黄伯英、
刘文元、黄少英、刘俊清）共同
协商，一致同意以本人刘森钦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
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
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
限公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刘森
钦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黄少英、黄伯英、
刘文元、刘俊清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湖重，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216.29㎡，未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
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方萍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晋安
区鼓山镇鹤林路 916号横屿新
苑（一区）（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安置房三期 A 区）6
座 906 单元。本人声明，以上
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
等，由本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
律责任。现由本人方萍申请办
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事宜，
本人保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
何纠纷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
权属、征收补偿安置、安置房
归属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均
由本人方萍自行承担一切经济
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
直接解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
各项补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
成的所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
声明有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

相关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
登记手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方萍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湖重，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142.7㎡，未办
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房
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
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州
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
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林丹凤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晋安
区鼓山镇鹤林路 916号横屿新
苑（一区）（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安置房三期A区）3座
2402单元、3#楼 2502单元。本
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
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有
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林
丹凤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
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
后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
置、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
与纠纷，均由本人林丹凤自行
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
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追
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并
追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
对上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期
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
方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
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
的生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丹凤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湖重，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135.97㎡，未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
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庄贤
曜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
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
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
手续，现安置房位于台江区鳌
峰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佳园
［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整治
工程安置房一期北地块（地块
一）］10#楼 1105单元。本人声
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
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有经济
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庄贤曜
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
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收房
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后若
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置、安
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与纠
纷，均由本人庄贤曜自行承担
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
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追还已
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并追偿
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对上
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可在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
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
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期满
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
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决，
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的生
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庄贤曜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湖重，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253.32㎡，未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
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叶鼎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台江区鳌峰
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佳园［福
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整治工程
安置房一期北地块（地块一）］
8#楼 1201单元、晋安区鼓山镇
牛岗山路 567 号横屿新苑（二
区）（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
团安置房三期B区）5#楼 504单
元。本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
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
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
人叶鼎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
属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
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后
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置、
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与纠
纷，均由本人叶鼎自行承担一切
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
权直接解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
各项补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
成的所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
声明有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
相关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
登记手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叶鼎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湖重，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175.62㎡，未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
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刘景
锋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
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
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
手续，现安置房位于台江区鳌
峰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佳园
［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整治
工程安置房一期北地块（地块
一）］8#楼 1301单元、晋安区鼓
山镇牛岗山路 567号横屿新苑
（二区）（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安置房三期 B 区）5#楼
503单元。本人声明，以上情况
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
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
现由本人刘景锋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权属登记事宜，本人保
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纠纷
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属、征
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等引
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刘
景锋自行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
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
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收回
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
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成的所
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声明有
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
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
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人提出
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
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
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特此
声明。

声明人：刘景锋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 安 区 鼓 山 镇 横 屿 村 拥 上
108-1 号，该房屋总建筑面积
168.7㎡，未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2011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
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
范围，并由福州市房屋征收工
程处实施征收补偿安置。上述
房屋确系朱周英所有，经公示
无异议并具结，由本人作为征
收补偿协议的乙方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办理征收
补偿安置相关手续，现安置房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鹤林
路 916号横屿新苑（一区）（晋安
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安置房
三期 A 区）5 座 1505 单元、5 座
1605单元。本人声明，以上情
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
本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
任。现由本人朱周英申请办理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事宜，本
人保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
纠纷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
属、征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
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
人朱周英自行承担一切经济与
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
接解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
项补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成
的所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声
明有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
相关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
登记手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周英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
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122-1
号，该房屋总建筑面积151.88㎡，
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
该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
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
收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肖
泽银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
结，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
的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
关手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号
潭桥佳园（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安置房二期）12#楼
1903单元、晋安区鼓山镇上社
路 18号蓝光金郡 6#楼 806单元
（以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通知
书为准）。本人声明，以上情况
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
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
现由本人肖泽银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权属登记事宜，本人保
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纠纷
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属、征
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等引
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肖
泽银自行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
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
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收回
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
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成的所
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声明有
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
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
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人提出

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
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
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特此
声明。

声明人：肖泽银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33-
2 号 ，该 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176.95㎡，未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2011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
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
范围，并由福州市房屋征收工
程处实施征收补偿安置。上述
房屋确系潘妹英所有，经公示
无异议并具结，由本人作为征
收补偿协议的乙方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办理征收
补偿安置相关手续，现安置房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前横
北路 637号潭桥佳园（晋安新城
鹤林片区横屿组团安置房二
期）8#楼 2504单元、晋安区鼓山
镇拥上路 68号鹤鸾郡 7#楼 902
单元（以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
通知书为准）。本人声明，以上
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
由本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
任。现由本人潘妹英申请办理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事宜，本
人保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
纠纷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
属、征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
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
人潘妹英自行承担一切经济与
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
接解除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
项补偿款等，并追偿由此造成
的所有损失。若对上述本人声
明有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
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
关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
手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人提
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
径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
依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特
此声明。

声明人：潘妹英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
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147号，
该房屋总建筑面积191.39㎡，未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
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庄剑
桦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
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
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
手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晋
安区鼓山镇鹤林路 916号横屿
新苑（一区）（晋安新城鹤林片
区横屿组团安置房三期A区）6
座 605单元、4座 101单元。本
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
虚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
有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
庄剑桦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
属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
征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
今后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
安置、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
议与纠纷，均由本人庄剑桦自
行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
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
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
并追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若对上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
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
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
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
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
议方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
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
的生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庄剑桦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53
号，该房屋总建筑面积89.46㎡，
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
该房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
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
收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庄
滢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
结，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
的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
相关手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
市晋安区鼓山镇鹤林路 916号
横屿新苑（一区）（晋安新城鹤
林片区横屿组团安置房三期
A 区）5 座 2905 单元、6座 2305
单元。本人声明，以上情况属
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
人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
现由本人庄滢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权属登记事宜，本人保证
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
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属、征
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等引
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庄
滢自行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
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
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收回安
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
款等，并追偿由此造成的所有
损失。若对上述本人声明有
异议的，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
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
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
记手续。该声明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予以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庄滢

电信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