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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林钦海、母亲阮美椿遗
失林宇繁的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0350897300，2014 年 11 月
25日出生，声明作废。
● 段 栋 丽 遗 失 健 康 证
511323198611055675，声明作废。
●高云钦 350126196211050814
遗失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滨
江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订购协
议（0003999），订 购 金 收 据
（0007135、0007067），声明作废。
●福州市仓山区稻甜间烘培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3501040253936，声明作废。
●陈书蕾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书，
资格种类：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
书号码：20153560042000961，
发证时间：2015 年 7 月 20 日，
特此声明。
●陈宇祥、刘清香夫妇遗失其
女陈瑾涵“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日期 2014年 10月 14日，出生
证编号O350656597，声明作废。
▲福州然而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闽 AQ8731 营 运 证 ，证 号 ：
350121203304，声明作废。

父亲黄丰、母亲郑艳训，遗失
其子黄宬硕“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日期 2015年 1月 10日，出生
证号P350001187，声明作废。
▲闽侯县长跑协会遗失闽侯县
民政局2018年8月15日核发的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一
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5
0121MJY394506R，声明作废。
◆罗康浩、韩秋丽夫妇遗失其子
罗修远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T350232197,出生日期：2018
年12月30日，声明作废。

声 明
我公司不慎遗失一张由

福州云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 具 的 福 建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发票代码：035002000104，
发票号码：06173026，开票日
期：2021 年 6 月 15 日，发票内
容：车牌识别控制机、智能道闸、
车辆检测器、车场软件狗，发
票金额：42000元，特此声明。

福建省成龙集团有限公司

☆☆声明:孟梅英、林祥生原房屋
坐落于鼓楼区福涧街圣庙路 8
号，原产权人钟淑英（别名:金
妹）已申请不动产权注销，拆迁
时由钟金妹的继承人杜建成放
弃 30.45㎡给租户孟梅英、林祥
生拆迁安置。经榕房拆许字

2004001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
批准已被拆除。2007年由孟梅
英、林祥生作为协议的乙方签订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于台
江区义洲街道白马南路 321号
浦前小区 3#楼 705（原 605）单
元。现以本人孟梅英、林祥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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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孟梅英、
林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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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梅英、林祥生
☆☆声明:陈必铨原房屋坐落于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湖际
村角里 2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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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由陈必铨作为协议的乙方签
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
中路 10号永南佳园（福厦铁路
4#安置地）11#楼 1303单元、仓
山区城门镇胪峰路 3号天马佳
园 8 号 楼 1104 单 元 、1604 单
元。现以陈必铨名义办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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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将以陈必铨的名义办理上述
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本
人陈必铨声明以上情况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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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必铨
☆☆声明:陈建平原房屋坐落于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湖际
村角里 2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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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陈建平作为协议的乙
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
置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
镇胪中路 10号永南佳园（福厦
铁路 4#安置地）12#楼 1506 单
元。现以陈建平名义办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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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将以陈建平的名义办理上述
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本

人陈建平声明以上情况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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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平
声明：陈艳光的房屋坐落在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胪雷村安前
219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06年由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
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
峰路 2号天马佳园 1#楼 802单
元、城门镇胪中路 10号永南佳
园（福厦铁路 4#安置地）13#楼
906单元。现由陈艳光申请办
理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
如有异议者请于 30天内持有效
证件向征收公司提出，逾期按
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艳光
声明：陈自林的房屋坐落在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胪雷村安前
219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06年由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
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
峰路 2号天马佳园 1#楼 801单
元、城门镇浦道支路 26号永南
佳园（福厦铁路 4#安置地）14#

楼 1106单元。现由陈自林申请
办理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
如有异议者请于 30天内持有效
证件向征收公司提出，逾期按规
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自林
声明：陈涛的房屋坐落在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区胪雷村安前
219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06年由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
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
峰路 3号天马佳园 9#楼 1402单
元、城门镇胪中路 10号永南佳
园（福厦铁路 4#安置地）9#楼
1505单元。现由陈涛申请办理
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如
有异议者请于 30天内持有效证
件向征收公司提出，逾期按规
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涛

通 知
原我司员工林锖（身份证

号 ：350103198806274213），自
2021年 6月 2日起已连续旷工
至今，按公司规章视其为自动离
职，下月起停止缴纳医社保。请
两日内前来办理移交等手续，逾
期所有责任由其本人自负。

福州太古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声 明
兹有房屋坐落于鼓楼区六

一中路乐天泉巷 1 号 3#楼 401
单元，产权证号：榕房权证R字
第 0613649号，产权人：福州市
皮革工业公司。该单元附属间
面积 6.69 平方米，由公司交给
江钦俤长期使用，并于 2017年
征迁，现有关产权单位需要办
理产权放弃手续，如对该附属
间使用权等权属有争议的，见
报 之 日 起 30 日 内 致 电
87941216，联系人：黄先生。再
书面向福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
合社国企改革和离退休人员服
务中心提出，并提交相关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
由有关产权单位将产权放弃让
与江钦俤，并办理产权放弃手
续。特此说明。

声明人：福州市城镇集体
工业联合社国企改革和离退休

人员服务中心
2021年7月20日

各类遗失声明、房产声明收
费标准：按照标题60元/行（8字
以内），正文30元/行（13字以内）
收取，不足13个字，按1行收取。

登报地址：鼓楼区小柳路
85号2楼福州日报广告刊登处

热线电话：0591-83721111

遗失声明

公 告 栏公 告 栏

“在园区内，就能把营业执照
办好，真方便！”近日，在福州软件
园政务服务中心，餐饮店主老陈
顺利完成餐饮店入驻手续，对我
市政务服务进园区的举措连声点
赞。

近年来，我市把推动“办事不
出园区”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着力
打造办事不出园区的政务服务体
系，激发园区市场主体活力。近
日，该政务服务体系入选省发改
委深化“放管服”改革经验做法，
并在全省推广。

把政务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市场主体在开展各项经营活

动时，经常需要和行政服务中心
打交道。尤其是重大项目上马过
程中，更是需要完成各项行政审
批手续。

为了帮助企业更加便利地办
完事，福州市出台《福州市政务服务
进园区工作实施方案》，将政务服务
链条全面延伸至各工业（产业）园
区，进一步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园区是承接产业的载体、集
聚企业的平台。推动政务服务进
园区，由被动等企业办业务，到主
动送服务进园区，实现了服务零
距离。”福州市行政（市民）服务中
心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进园区的政务服务主要包含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企业开
办与经营相关证照审批服务，以
及医保、社保、公积金等高频公共
服务。

目前，全市 26 家园区已有 8

家设立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同
时已建立园区代办点 22个，为园
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一站
式”政务服务。

营商环境越优越，市场主体
越有活力。据统计，2020 年全市
26家园区新登记市场主体 41179
户，逆势增长22.2%。

“五个办”提升服务质量
要就近办，还要办得好。怎

么办？
我市通过园区“一窗办、自助

办、帮代办、网上办、上门办”等方
式，多举措提升园区政务服务。

“一窗办”，让政务服务更集
约。围绕企业开办、项目审批和
高频公共服务事项办理设置“一
窗受理”窗口，为园区企业提供一
站式“零距离”政务服务。

“自助办”，让政务服务更便
捷。在人流密集区建设24小时自
助服务点，布设“e福州”便民自助
服务终端、税务自助终端、营业执
照打印终端等自助设备，提供不动
产、医社保、公积金证明打印、交通

罚没、居住证申报、税务缴交、营业
执照打印等各类自助服务。

“帮代办”，促进政务服务更
高效。组建园区代办服务队伍，
为园区企业提供申请材料预审
查、办事过程代跑腿、审批问题协
调等高效全程无偿代办服务。

“网上办”，让政务服务更智
能。依托“福建省网上办事大
厅”、“闽政通”APP、“e福州”APP，
通过行政服务分中心或代办员为
企业和职工提供涵盖办事咨询、
在线申请、办事进度查询、服务评

价、惠企政策查询等网上审批帮
办服务。

“上门办”，让政务服务更精
准。组成服务园区企业“流动政
务服务队”，变企业“上门找服
务”，为政府“主动送服务”。

“一条龙”服务助企业发展
近日，位于福州新区福清功

能区内的京东（元洪）国际食品数
字经济产业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访客，他们是福清“流动政务服务
队”。他们的成员来自福清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改局、生态环境
局等，为企业发展提供“一条龙”
服务。

“来得特别及时！”产业园有
关负责人表示，各审批部门现场
就企业招商引资全流程工作进行
一对一指导，明确了立项、环评、
企业开办代办等审批事项的申请
材料、办理时限及相关注意事项。

流动政务服务队还“一对一”
对福清功能区的代办服务人员开
展业务培训，让他们熟练掌握“业
务咨询—公司登记—刻章—银行
开户—税务登记—五险一金”全
流程“六合一零延时”代办服务。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在完
成“五个办”的基础上，各县（市）
区积极开拓创新，为园区企业提
供高效的审批服务。闽清县创新
推出“掌上多规”应用平台，精准
匹配选址规划，助力企业提升规
划选址效率。高新区推行“信易
租”申报程序，提供企业信用等级
报告申请、信用修复申请、银企通
信用融资申请服务。

企业经办人员在福州软件园行政服务中心就近办理业务企业经办人员在福州软件园行政服务中心就近办理业务。。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从坐等受理到上门服务
福州着力打造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的政务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林晗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
员 陈莉 薛莹芳）昨日，“深化‘春雨
润苗’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主题活动在仓山区税务局
举行，邀请仓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有关领导及全市15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参加。活动由市税务局、
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仓山区税务
局、仓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承办。

仓山区税务局负责人介绍了
2021 年开展“春雨润苗”相关活动
内容及做法，随后的纳税创新服务
推介会上，仓山区税务局、鼓楼区税
务局税务干部分别介绍了“税务
UKey 自助发行”和“八闽办税码”
功能应用。

据介绍，这两项纳税创新服务
举措依托省税务局自助办税管理平
台和电子税务局，以信息化为手段、
以创新和集成为理念、以纳税人需
求为着眼点，围绕纳税人“办税、享
惠”两个基本诉求，打造高效便捷

“智惠”办税服务。
推介会后，与会企业对“智惠”

办税服务有了更深入了解，企业代
表各抒己见，分享办税体验和税费
优惠获得感，并提出遇到的一些税
费问题，税务干部当场予以答疑解

惑。
澳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是国

家认定的首批重点专精特新企业，
谈到税收服务时，该公司总经理助
理兰锦声表示：“税务联络员制度给
企业提供了随时随地咨询业务的渠
道，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作为出口
退税企业，退税效率直接影响企业
资金周转，税务系统不断优化信息
化办税流程，现在退税时间大大缩
短，节约了企业融资成本。”

座谈会后，企业代表来到仓山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体验“八闽
办税码”“税务UKey自助发行”操
作流程。

福建汇川物联网技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艳敏对“八闽
办税码”的便利性赞不绝口。她说：

“‘八闽办税码’无需另行下载，只要
关注福建省微电子税务局公众号，
就能自动获得个人办税码和企业办
税码，还能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办
税身份，使用扫一扫功能，就能直接
登录电子税务局办理业务，太方便
了。”

“税务Ukey自助发行”终端也
给纳税人带来新体验。福建吉艾普
光影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垚

说：“该终端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只要扫扫二维码，一两分钟就能解
决问题，真正实现‘非接触式办税’，
这项便民举措太棒了！”

据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尤其
是“小巨人”企业是中小微企业中的
佼佼者，也是“春雨润苗”的重要服
务对象。

据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负责人
介绍，税务部门为全市 150家专精
特新企业开通税费服务直通车。下
一步，福州税务部门将根据企业代
表的反馈，精准宣传辅导，开展专项
调研，优化纳税服务，建立一户一
档，实施一户一策，推进各项惠苗助
苗护苗措施落实到位。

据了解，福州税务部门积极贯
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税费支持政策和创新服务举措
直达企业，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将

“春雨润苗”和“银税互动”机制有效
结合，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至
5月，我市为 3399户中小微企业发
放信用贷款 11582笔、贷款金额约
43.8亿元，惠及纳税人户数、笔数、
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7.53%、51.57%、
40.58%。

创新服务广推介“春雨润苗”细无声
福州税务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闽侯县鸿尾乡组织执法队伍，动用
1台钩机，依法强制拆除奎石村2座违建，拆
违面积达1960 平方米。鸿尾乡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拆违行动有力提升了奎石村乡村
环境，下一步该乡将加大违建巡查力度，巩固
拆违成果，确保新增违建零增长。

通讯员 林志锋摄

长乐梅花镇
拆除一处新增违建

本报讯（记者 余少林 通讯员 陈青）近
日，长乐区梅花镇“两违”巡查人员在梅东社
区巡查时发现，有工人正在违规建围墙，执法
人员立即予以制止并进行拆除。

为加大“两违”防控力度，防止村民未批
先建等行为，长乐区将继续加大“两违”治理
力度，密切联系群众，回应村民呼声，努力形
成“防、控、拆、疏”四位一体的工作措施，巩固
拆违成果，共同营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毛小君）今
年以来，晋安区城市管理局按照区委区政府
部署，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
两违执法整治行动。近日根据群众举报，该
局对中海金玺小区居民占用公共通道等违章
行为进行重拳整治。

16日，鼓山镇政府联合区城管局，出动
执法人员对该小区违建进行整治，对2号楼、
3号楼过道通风窗口违规设置的推拉窗、防
盗网以及固定的鞋柜进行拆除。本次行动，
共拆除过道通风窗口违规设置的推拉窗、防
盗网3处，拆除固定鞋柜6个。

20日，该局继续针对群众投诉，对中海
金玺小区部分居民私自将过道通风窗口进行
封闭、在过道安装固定鞋柜等违法行为进行
整治。本次整治行动，对该小区 1号楼、2号
楼、3号楼、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楼道
违规安装固定鞋柜、封闭通风窗口的行为进
行整治，共拆除过道通风窗口违规设置的推
拉窗、防盗网7处，拆除固定鞋柜35个。

晋安区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后
续将与社区、物业配合，继续加大对该小区管
控力度，以“零容忍”态度遏制新增违建，避免
违建现象回潮。

加大拆违力度
遏制违建势头

闽侯鸿尾乡
拆除1960平方米违建

福州市“两违”综合治理

乡村要振兴，基础设施建设
是关键。罗源县坚持建管并重，
建立管理机制，突出管理效能，提
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水平，
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在管护模式上，以农村供水
设施体制改革管护为突破点，梯
次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
管护模式，逐步实现全县供水设
施城乡一体化管护。同时，以乡
村道路、公厕等设施环卫管护为
突破点，推行设施管护市场化改
革，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管护，
逐步由政府直接提供管护服务向
购买服务转变。

在资金投入上，出台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资金筹措方案，
建立政府稳定投入机制，明确管护
责任、规模和标准，将水利、交通、
教育、民政、农村人居环境5大类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费用纳入
县乡两级政府财政预算。同时，调
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
益，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管护，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管护的资金投入力度。

在联动协调上，成立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工作专班，定期召
集发改、农业、住建、水利等部门会
商研判，及时协调解决管护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并充分吸收好的经验做法，编
制行业《管护指南》《管护办法》。

罗源县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管护上充分发挥效能的“先锋”作
用和督查的“利器”作用。编制项
目领域管护责任清单，让任务项
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
并明确各类设施所有权、经营权、
管理权以及管护对象、管护主体。

建立定期督查通报制度，指
定专人负责，对照管护责任清单
持续开展效能督查，并定期通报
工作情况，严肃问责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现象，压紧压实各方工
作责任。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情况作为
重要指标纳入乡村振兴绩效考
核，通过晒成绩、比成效，营造比
学 赶 超 氛
围，并对工
作成绩突出
的单位，给
予 正 向 激
励。

强化机关效能 助力乡村振兴
罗源以效能管理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水平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通讯员 翁清光

中海金玺小区占用公共通道中海金玺小区占用公共通道
的鞋柜被拆除的鞋柜被拆除。（。（晋安城管供图晋安城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