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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福州岩鑫全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闽AY223挂营运证，证件号：榕字
350102200552号，特此声明。
●卢超、陈枫遗失其子卢宇辰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 R350169126，
声明作废。
● 谢 作 标 身 份 证 号
330326198307134111,遗失福清
市三福龙景 8栋 2901单元购房
增值税普通发票 1张，发票代码
235001392040， 发 票 号 码
00409655，金额 760000 元，现声
明作废。
●廖增辉遗失福州市仓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21年3月24日核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350104MA8RQNF14Q 福 州
市仓山区涛茂雪教育信息咨询服
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长乐“新投汇贤雅居楼盘表”
（编号 CL 楼 2021003）原件 1 份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福州源盛物流有限公司闽
AY522 挂遗失营运证，证号：
350104220455，声明作废。
▲陈钰芳遗失福建医科大学2017
级药学专业毕业证，证号：1039
21202105002411，声明作废。
江秀华遗失其购买的郑依俤
土地所有权状原件，土地坐落于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衣锦坊门
牌第七十三号，地号：二区十一
段六一五地号，证号：解字第
16627号，现声明作废。
父亲张雨庚、母亲陈彩惠，遗
失其子张辰睿“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日期 2013年 2月 6日，出生
证号M350101438，声明作废。

尊敬的客户：
我公司将于9月18日0:00至

6:00在福州鼓楼区凤凰局机房进
行网络优化，届时将影响凤凰周
边部分宽带用户，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拨打10000申告。

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声明：苏军的房屋坐落在福
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梅亭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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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谢宅路 8
号金建小区二期 48#楼 1503单
元、38#楼 2504 单元。现由苏
军办理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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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晋安区鼓
山镇潭桥村板桥 17 号，总建筑
面积 334.36㎡，部分房屋未办理
产权登记。2011年列入晋安新
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
范围，由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
实施征收补偿安置。上述房屋
确系池水俤所有，经公示无异议
并具结，由池水俤作为征收补偿
协议的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办理征收补偿安置，
现安置房位于晋安区鼓山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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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2604 单元、5#楼 2402
单元、5# 楼 1402 单元、6# 楼
2903单元。因池水俤已故，本人
池永华(系乙方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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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人申请代办上述安
置房权属登记至乙方池水俤名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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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等引起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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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
向拆迁单位提交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代办安置
房权属登记。该声明期满后若
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
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
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池永华
●声明：林光莺原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南平路变压器厂宿舍
5#楼 707单元。遗失 2016年 10
月与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
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
件。如有异议者于 30天内向征
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林光莺
●声明:饶万峰房屋坐落在晋安
区新店镇西园村 284号，原房屋
产权未登记。2012年由福州地
源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在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园丽景
新苑1#楼1002单元。现由饶万
峰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
记。如有异议者请于 30天内向
被征收房产所属村委（社区）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饶万峰

公 告 栏公 告 栏
遗失声明

电信通知

停电
通知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市政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
准备。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
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
辖区

仓山区

晋安区

鼓楼区

仓山区

晋安区

停电时间
9月22日9:00-13:00
9月22日9:30-18:30
9月22日10:00-14:00
9月23日7:15-16:30

9月22日8:30-10:30

9月22日9:15-19:00

9月22日5:45-18:45

9月22日9:30-15:30
9月22日7:00-18:00
9月23日7:00-17:00
9月23日9:00-13:00

9月22日6:30-17:30

9月23日7:00-17:00

线路名称
洪湾变952吉元线

东岭变642文卫居线
洋洽变916港头线

城门变635城敖Ⅰ线,
白湖亭变653黄山路

寿山变914日溪线,
寿山变913桂湖线

鼎屿变648鹤林新城Ⅱ

湖东变617湖东路

屏西变643茶园线

岩洲变617金山Ⅰ
先农变626郑安线
洋洽变913聚龙线

寿山变913桂湖线

茶园变936境边线

停电范围
【仓山区】洪湾路西侧吉元小区G2-G3座局部用户、G3-11店面等
【仓山区】竹榄村14片区用户
【仓山区】金榕南路803号海润华府19座用户等
【仓山区】福州市政工程管理处（专）、黄山村 15片区用户、福建省福州红山中学
（专）、福州市东正生物化学工程有限公司（专）、黄山村13片区用户
【晋安区】日溪村 2片区用户、下铁村 1片区用户、汶石村 4片区用户、日溪乡党洋
村片区、井后村1片区用户、闽侯县大湖东墘果蔬专业合作社（专）、日溪村4片区
用户、点洋村2片区用户、东坪村1片区用户、福州市晋安区日溪乡人民政府（专）、
闽侯县大湖杉山竹木加工场（专）、林场村 1片区用户、绿龙实业（福州）有限公司
（专）、汶石村3片区用户、日溪村9片区用户、日溪村5片区用户、铁坑村2片区用
户、汶石村5片区用户、汶洋村1片区用户、井后村3片区用户、汶洋村2片区用户、
点洋村3片区用户、南峰村1片区用户、梓山村3片区用户、山秀园村1片区用户、
东坪村3片区用户、福建诚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专）、汶洋村4片区用户、汶
石村 1片区用户、汶石村 2片区用户、福州龙鑫电力有限公司（专）、店坂村 1片区
用户、皇帝洞村1片区用户、南峰村2片区用户、日溪村1片区用户、日溪村6片区
用户、东坪村2片区用户、纹石村6片区用户、闽侯县聚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专）、日溪村8片区用户、日溪村3片区用户、党洋村1片区用户、福州市晋安区炎
明农场（专）、万洋村4片区用户、汶洋村3片区用户、福州市晋安区山村山味农场
（专）、山秀园村2片区用户、日溪村7片区用户、梓山村1片区用户、福州日溪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州生命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井后村2片区用户、点洋
村1片区用户、梓山村2片区用户、福州市晋安区顺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专）、
福建皇氐洞景区开发有限公司（专）、梓山村4片区用户、万洋村3片区用户、万洋
村2片区用户、党洋村2片区用户、铁坑村1片区用户、万洋村1片区用户
【晋安区】桂溪路11号香槟花园20号楼用户及公共设施等
【鼓楼区】津泰新大都（专）、福建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专）、省军用饮食
供应站（专）、津泰路 268号津泰新大都、河东路 1~3、5、7、13、14号、蒙古营巷 3
号、水泵及公共设施等、福建江夏学院（专），其中以下范围 5：45~7：00短时断电：
五一北路66号财富天下、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专）
【鼓楼区】北环中路150号福苑花园
【仓山区】福州大茅山鞋楦有限公司（专）、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业服务中心
（专）、西山企业服务中心（双）（专）
【仓山区】先农村10片区用户
【仓山区】尤溪洲路180号的3~4座用户等
【晋安区】绿龙实业（福州）有限公司（专）、党洋村 3片区用户、日溪村 9片区用
户、山秀园村 1片区用户、山秀园村 2片区用户、东坪村 3片区用户、南峰村 2片
区用户、东坪村 2片区用户、东坪村 1片区用户、南峰村 1片区用户、党洋村 2片
区用户、党洋村1片区用户
【晋安区】站前路铁三小区91、94座用户及公共设施等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谢薇
颜澜萍 欧阳进权 朱榕 张铁国
谭湘竹 任思言）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昨日起，全市2500多所学校
逾 180万师生及员工全面启动核

酸检测。检测按照属地归属原则
开展，由医护人员入校或与第三
方检测机构合作开展入校采样，
预计全体师生 9月 19日前完成检
测。

“小朋友，请把口罩摘下，嘴
巴张大，啊……”12日，连江县率
先启动全体师生核酸检测，各大
中小学、幼儿园分批开展核酸检
测采样。为此，当地教育、卫健

部门提前 1 天布置采样场地，并
细化采样流程，各校提前为全体
师生员工预登记，并备好统一打
印的采样二维码，确保采样有序
快速。

敬礼鞠躬！昨日 15时许，在
福州市交通路小学，学生们在采
样区依序完成咽拭子采样后，不
少学生以这样的方式向医护人
员表示感谢。当天，该校 1800多
名师生参与核酸检测采样，学校
为此设置了 5 个采样点，并按防
疫要求设立警戒线，同时在人员
进出口设置指示标识，确保检测
过程快速、准确、规范。

“请大家戴好口罩，严格保持
1米间距”，昨日上午，晋五小操场
上，师生戴着口罩，有序排队等候
核酸采样。当天，晋安区启动辖
区学校全面核酸检测。为避免人
员聚集，晋安中小学按照分批分
时间段的原则，以年级为单位，安
排师生错时错峰采样。

14日至 16日，马尾区中小学
开展全体师生核酸检测，涉及 6
万多人，首日采集 2万多人次，马

尾实验小学、琅岐实验小学、快
安学校等已完成入校核酸检测
采样。

福清市14日启动全市师生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各大中小学、幼
儿园分批次进行核酸采样。记者
在福建西山学校看到，医务人员2
人一组，在4个核酸检测采样通道
同时采样，师生保持安全距离有
序排队，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
防护。

昨日上午，在闽侯县大湖小
学综合楼前，一年级到六年级的
学生自觉间隔一米距离排队，等
待核酸检测采样。当天，大湖中
心小学、幼儿园和大湖学区几所
小学的学生和教职工，全部完成
核酸采样。

昨日上午，罗源县启动全县
中小学师生核酸检测工作。在
罗源一中核酸检测现场，医务人
员严格按照流程采样，学生全程
佩戴口罩且保持安全距离。据
悉，全县 37 所中小学校共计 4 万
多人，将在 17 日前完成核酸检
测。

我市部署秋季学期疫情防控

学校严控
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记者 谢薇）昨日，市教育局、市
卫健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学期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从
严从紧抓好学校秋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各学校要切实
落实涉疫区域人员暂缓返校，包括自 8月 26
日以来（含8月26日）本人或共同居住人员中
有莆田、泉州市旅居史的师生员工，8月28日
以来（含8月28日）本人或共同居住人员中有
厦门市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并实施
14天居家健康监测（从返榕之日起算），住校
的要向学校和属地报告，由学校督促其落实
自我健康监测，并至少在监测第 1天和第 14
天分别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阴性方
可解除。

各学校原则上在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统
一领导下，于 9月 19日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
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其中，上述纳入
登记造册的重点人群和来自泉州、厦门、莆田
的师生员工在间隔4天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此外，各县（市）区、各学校要严控大型
室内聚集性活动，校外实践教育活动和军
训、开学典礼等大型聚集性活动一律停止或
取消，鼓励采取线上线下、室内外结合等方
式开展必要的大型教育活动，并做好疫情防
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在省内存在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时，校内师生员工（除幼儿园学生）
除体育课和室外活动外，需佩戴口罩。

昨日，福州核酸检测小高峰持
续。13时 15分，记者在福州市第
二医院看到，1号楼广场核酸检测
点现场已排起长队，市民站在画在
地上的红色圆圈内，等待采样。

地上画圆圈，保证1米安全间距
“每个红圈间隔1米，上周日刚

画好。”市二医院保安队长马贞贞介
绍。他在现场拿着扩音器，提醒市
民保持1米间隔，还不时回答市民们
的询问，“哪里交钱？”“没有预约可
不可以做检测？”从早上7点开始值
班到现在，马贞贞的声音已经沙哑。

显眼的红圈方便前来做核酸
检测的市民保持 1米间隔，但还有
少数市民站得较近，为了提醒这部
分市民，检测现场还有拿着提示牌
的志愿者。“接受咨询”“请保持 1
米距离”等提示语，提醒大家遵守
疫情防控要求。

为了最大程度满足检测需求，
市二医院开启3个检测点共13个工
位。开单及采样人员一刻不停地
工作，行政职能各科室的工作人员
也“压”到一线，拿起扩音器，拉起警
戒线，举起提示牌，帮助维持秩序。

“可以做检测，你先在这里排
队。”设备科主任周庄在现场忙着
回答市民的问题。对他来说，现场
防疫物资充足就是最重要的事。
上周日傍晚，周庄临时接到相关部

门的防疫物资领取通知，为了不耽
误这周的核酸检测工作，他独自开
车去领取了 5箱采样试剂、采样管
等防疫物品。

拿下“大考”：日发6500份报告
前方核酸采样现场的工作有

条不紊，后方检验科内的工作同样
井井有条。随着一箱箱采样标本
被陆续送到检验科，工作人员便马
不停蹄地开始工作。

13 日，检验科刚经历了一场
“大考”。“昨天我们大概发出 6500
份报告。”检验科主任施腾飞介绍，8
月底开学以来，检验科的工作量有
所增加，但新冠核酸标本日均处理
量也才 2300份。“今天截至中午 12
点，我们已经收到2700多份样本。”

检测量激增的同时，检测科还
外派 5 名工作人员支援其他核酸
检测点。面对人员减少、任务增加
的情况，检测科采取弹性排班，工
作人员也自发取消休假、主动加班
加点到凌晨 4点多。“不少快退休
的同事都前来帮忙，做一些辅助工
作。”施腾飞说。

市二医院院长林凤飞介绍，医
院在前期通过多次演练，摸清了核
酸检测仪器设备的最大工作量，并
及时配备了相关物资。

目前，核酸采样实行“全预约
制”。在此，市二医院也呼吁前去
做核酸检测的市民尽可能在线上
预约。提前预约也有利于缩短在
检测现场停留的时间，减小聚集风
险。

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人
群，如何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和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福清市借
助“一道门”，采取分门别类的
方式，既减少群众现场等候时
间，也避免人员聚集带来的交
叉感染风险。

昨日上午，记者在福清市医
院东侧的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的
大门口看到，来做核酸检测的市
民，在医院党员志愿者和保安引
导下，经测量体温和出具“八闽
健康码”后，有序进入基地进行
采样。6 个窗口较大程度上满
足了群众的检测需求。

据了解，该检测基地占地
面积 2110 平方米，分两层。基
地核酸检测能力达 1万份/日，
满负荷运转达 3万份/日，10人
混检可达 30 万份/日。基地去
年 11 月动工，12 月 30 日全面
建成并上线试运行，是省内县
级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检测
能力最强的城市核酸检测基
地。

“我是从厦门回来的，通过
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的检测。
在这里做核酸检测，很快、很方
便！”市民何先生说。

记者看到，门口的医院党员
志愿者和保安根据不同市民的
情况，将其引导分流到不同的采

样点。
福清市医院副院长王钦棋

介绍，近几天，群众对核酸检测
的需求量增大，为了科学精准防
控疫情，医院在城市核酸检测基
地右侧新搭建了一个采样点，并
于 13日投用，以便对各类检测
人群进行区分。

王钦棋介绍，党员志愿者和
医护人员共同守住城市核酸检
测基地这个“卡口”，对每一位前
来做核酸检测的人员进行询问
了解。对于“应检尽检”人员，引
导到新增核酸采样点采样；从
莆、泉、厦等低风险地区回来的
市民，在城市核酸检测基地采
样，“这样，既可以分流人员，避
免拥堵，也可以减少交叉感染风
险”。

为了满足群众检测需求，最
近几天，福清市医院加派检验人
员，实行三班倒，通宵采样检测，
做到“全员预约”“愿检尽检”。
13日起，检测人员由原来的9人
增至 23人，采样人员从 12人增
至24人。

“我们 7点半就到位准备，
8点开始为群众采样，一直要忙
到中午 12 点下班。能为疫情
防控出一份力，辛苦一点也值
得！”福清市医院妇科护士郭诗
佳说。

把好一道门 守护一座城
直击福清核酸检测基地采样现场

本报记者 张铁国

我市2500多所学校开启全员核酸检测

闽侯大湖乡中心小学全体师生接受核酸检测采样闽侯大湖乡中心小学全体师生接受核酸检测采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这场“接力赛”，一定要跑好
市二医院核酸检测有序展开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通讯员 朱玉

市二医院医护人员引导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市二医院医护人员引导前来做核酸检测的
市民有序开单市民有序开单、、排队排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省教育厅部署疫情防控期间
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谢薇）13日，省教育厅印
发《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做好全省中小学教育
教学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全省中小学教育教学有关工作。

《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校要因地制
宜，组织做好线上教学各项准备工作，保证线
上教学随时启动、线上线下随时切换，确保不
增加学业负担。各地要指导各校根据实际情
况按“一校一案”制定实施应对方案，科学研
判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具体由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结合疫情形势提出意见，报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机构批准后实施。

开展线上教学的学校，要根据不同学段
做好教学统筹安排，初中和高中应引导学生
在自主学习基础上，进行适当线上教学辅导，
毕业年级应尽量按原计划推进教学与备考，
把握好节奏，提高学习效率；小学高年级在复
习巩固基础上，可采取课外阅读、新课导学、
重点知识串讲辅导等相结合方式提高线上教
学效果；小学低年级和学前幼儿不得开展线
上课程教学，可通过推送学习资源和活动方
案等方式，指导家长安排好学生居家学习和
生活。各地各校要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
点，统筹做好各科学习资源用量用时，放慢教
学进度，避免学生网上学习时间过长。

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教育部开通的国家
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网址：ykt.eduyun.cn），提
供涵括中小学各年级的优质学习资源，各地
各校可结合实际选用。省电教馆将遴选我省
历年“一师一优课”优秀作品，陆续在福建省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www.fjedu.cn）推
出，供各地选用。此外，鼓励各地开发统一的
线上教学平台，强化规范管理。要积极创造
条件组织名优教师通过相关平台开展免费在
线互动交流答疑，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