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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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区

晋安区

高新区

鼓楼区

停电时间

12月2日7:00-17:00
12月2日9:30-17:00
12月2日8:00-14:00

12月2日7:00-17:00

12月2日7:00-15:00
12月2日9:00-17:00
12月2日8:00-16:30

线路名称

清凉变916三江线

新港变623五一西

鹤林变925登云线

高岐变龙旺Ⅱ回626
高岐变龙旺Ⅱ回626
华屏变965三泽线

停电范围
【仓山区】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专）、福州金泰和制衣有限公司（专）、福州尚
飞制衣有限公司（专）、福州市仓山益民纸箱厂（专）、福州神榕针棉织品有限公司
（专）、金泰和制衣、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锦成制衣有限公司（专）
【仓山区】福州顶佳工艺品有限公司（专）
【台江区】五一南路和平大厦北侧边、五一邮电门前交通灯等
【晋安区】岳峰镇人民政府（专）、岳峰镇鹤林西社区居委会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
团安置房一期C区鹤林新城西侧绿化带（专）、南昌铁路局福州工务段(专)、登云路66
号溪二小区 1~4单元、店面及公共设施等、4807工厂（专）、登云路 92号、登云路庙前
(岳峰镇鹤林村民委员会)、鹤林村溪口（北山杨真君祖殿）等、金鸡山公园管理处
【高新区】福建南海岸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专）、意达工艺（专）、康力美耐皿制品
（专）、永豪鞋业（专）
【高新区】乌龙江大道58号(南屿滨江城)98~100号楼用户及公共设施等
【鼓楼区】北江里 76~99、102~108号、北江新村 75、80、83、84、86、88、92、96、99、100、
101、109号、郊区洪山乡温泉村-1、屏东 94号、温泉村 104层等附近、北江里 58~131
号、北江里龙峰48号边、环保路72号、二环中路54号等附近、福建中医学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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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招租
台江区苍霞新城嘉盛苑 2

号4层西侧，面积：480㎡。合同
到期现登报公开招标，有意者来
电联系。电话号码：83205167
林先生，有效期15天。
福州市台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11月25日

声明:王嫩妹的房屋坐落于
仓山区建新镇红江村，原房屋
产权未登记。2016 年因洪湾
公建区由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并安置于
仓山区建新镇杨周路 118号飞
凤水岸 6 号楼 606 单元。现由
王嫩妹办理上述产权登记。如
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向征收
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按规定给
予办理。

声明人：王嫩妹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西边，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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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房屋确系肖存
鑫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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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504 单 元 、6# 楼 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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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由本人肖存鑫申请办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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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存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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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存鑫
声明：李艳属房屋拆迁许可
证（榕房拆许字 2005 第 73 号）
项目的被征收户，我司根据福
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仓政综
【2010】119 号 会 议 纪 要 ，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 签 订 拆 迁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李
艳现房安置座落在福州市仓山
区凤冈路 788 号葛屿新苑 7 号
楼 1206 单元。现由李艳申请
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
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向福州
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
公司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李艳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
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61号，
该房屋总建筑面积 2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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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建天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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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 1403单元、晋安区鼓山
镇景湖佳园 7#楼 1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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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由本人商建天申请办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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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建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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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天
声明:陈浩房屋坐落于仓山
区建新镇建平村,原房屋产权
未 登 记 。（协 议 编 号:LLXY-
7027)2014 年因鹭岭新苑社会
保障房土地收储项目由福州市
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征收并安置于仓山区仓山镇联
建路（原南二环路西北侧）联
建新苑（三区）4号楼 704单元，
现由陈浩办理上述安置房房屋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向征收有限公司提出，逾
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浩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拥上 146
号，该房屋总建筑面积3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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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建南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
具结，由商建南作为征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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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楼 1401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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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701 单元。
因商建南已故，本人肖碧珠
（系乙方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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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本人申请代为办理上
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乙方商建
南名下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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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本人代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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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碧珠
声明：郑妙珠 ,购买罗源县
松山镇滨海新城罗荣苑地下
室 D091 号车位 ,持有该公司
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自开）办证联 1 张 ,发票号码
为 02152048，不 慎 遗 失 ,特 此
登报声明。

声明人：郑妙珠
刘祥熙、杨桂群夫妻遗失其女
刘文瑶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
间：2017年 2月 11日，出生证编
号：Q350002238，声明作废。
▲声明：林健儿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西垅村，原房屋

产权未登记。2017 年 10 月由
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
公司实施征收并安置于福建省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32
号西垅佳园 4#楼 704 单元，现
由林健儿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村委会
或社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林健儿
▲声明：黄啸尘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西垅村，原房屋
产权未登记。2017 年 10 月由
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
公司实施征收并安置于福建省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32
号西垅佳园4#楼604单元，现由
黄啸尘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
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日
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村委会或
社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黄啸尘
▲声明：林语原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西垅村，原房屋产
权未登记。2017 年 10 月由福

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
司实施征收并安置于福建省福
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32
号西垅佳园 8#楼 1404单元，现
由林语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
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日
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村委会或
社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林语

连日来，“时代楷模”潘东升的
先进事迹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
纷表示，要学习潘东升同志严于律
己、无私为公、心系群众的高尚品
格，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潘东升同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谱写对党和
人民无限忠诚的生命赞歌，我们要
以他为榜样，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职责使命。”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
成员、总工程师陈国生表示，要学
习潘东升同志把群众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强化渔业产业管理和水产
品质量安全保障，全面推广养殖海
权改革工作，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着力锻造出一支党和

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海
洋与渔业铁军，全力打造福州“世
界知名现代渔业之都”。

福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机关
党支部组织委员丘喜英表示，作为
一名中共党员，要学习潘东升同志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作为精神文明战线的
一员，要学习潘东升同志开拓创
新、勇于改革的进取精神，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细细品读潘东
升同志的先进事迹，除了感动更多
的是敬畏。”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支队支队长陈立表示，全市生

态环境执法队伍要以潘东升同志
为榜样，学习他心系百姓、亲民爱
民的公仆情怀，将维护好人民群众
的生态环境权益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学习他勇于担
当、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在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走前列、做
示范，为福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贡
献力量。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疾
控中心检验科副科长潘洁茹说：

“我们要学习潘东升一心为民的情
怀、一身正气的情操，要以他为榜
样，奋发有为做好工作。作为疾控
战线的一员，要持续提升业务能
力，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做让党和
人民放心的疾控人。”

“潘东升同志以一腔热血履行
新时代职责使命，他的事迹让我深
受感动。”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副主
任陈楚湘表示，将以潘东升同志为
榜样，在工作中充分发扬勇于担当、
锐意进取的精神，主动融入福州都
市圈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
重点任务，持续打造“城建一线党旗
扬”品牌，让山清水秀、临水而居的
幸福画卷在榕城大地不断延展。

长乐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解晨说：“观看‘时代楷模’发布仪
式使我深有感触，潘局长从警 37
年，他时刻谨记初心使命，坚持‘改
革强警、科技兴警’，扎实推动了公
共安全云平台、福州市高清视频监
控系统等改革项目落地。作为刑

侦民警，我将以潘局长为榜样，扎
根图侦工作一线，深入学习先进图
像视频侦查新方法、新手段，全力
配合做好长乐天网软硬件建设，以
浓厚的为民情怀、敢于担当的精
神，坚持快侦快破，追赃挽损，把潘
局长的精神转化为进一步做好公
安工作的内在动力，为长乐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向为民不为己的老公安致
敬！一路走好！”“模范，楷模，这是
我们的损失。祝您家人一切安
好！原您在天堂一切安好！”“敬爱
的潘东升局长，您的丰功伟绩永世
流传，我们向您致敬，您一路走
好。”连日来，网友们纷纷发表评
论，缅怀潘东升同志。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见习
记者 万哲华 通讯员 江小千）24
日上午，福建省儿童医院心血管
中心，8岁的藏族女孩次仁（化名）
和同伴在病房内嬉戏，银铃般的
笑声在空中飘荡。当被问及此行
最大收获，次仁的父亲心满意足
地说：“孩子们就要带着健康的心
脏回家啦！”

这些孩子来自 3000公里外、
平均海拔 3500米的西藏昌都，一
共 9 名，最大的 10 岁，最小的 2
岁。他们来福州的目的很明确
——接受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
疗。目前手术已顺利结束，即将
出院返回高原。

福建省儿童医院副院长胡肖
伟介绍，先天性心脏病是常见的
新生儿疾病，若不治疗，一半患儿
会在两岁内死亡。因西藏平均海
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含氧量
少，胎儿在母体中心脏发育易受
影响，婴幼儿期间亦会因缺氧影
响心脏正常发育，致使西藏地区
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远高于内
地。有些孩子因家境贫寒或医疗
条件有限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间。

此次9名孩子组团来榕，得益
于“西藏昌都市先天性心脏病免
费救治项目”。该项目由福建省
卫健委、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
队、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省

儿童医院、昌都市卫健委、昌都
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得到中
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的大力
支持。

10月27日，省妇幼保健院、省
儿童医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专家赴昌都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
查义诊活动。在对1000余名儿童

进行先心病筛查后，有9名患儿符
合手术指征，在医疗队的陪伴下，
孩子们踏上了“补心”之旅。

“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坐飞
机，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礼物和鼓
励。”次仁在病房内奔跑玩闹着，
让人难以相信 5天前她才完成了
一场大手术。

“这个小姑娘患有房间隔缺
损。结合病情，我们和上海专家
决定为她采取小切口介入手术。”
胡肖伟介绍，手术并非是常规的
开胸术式，而是从孩子一侧大腿
根部开个小口，将她房间隔内的
小洞用“补片”给补上，解决她的
心脏问题。“这样留疤小，不影响

女孩爱美的心情。”
10岁的卓玛（化名）是此行年

龄最大的，也是病情最严重的孩
子。与家人生活在偏远的牧区的
她，5岁时就被查出患有心脏病，
运动时容易头晕，经常感冒、发
烧，但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迟迟
得不到有效治疗。“孩子有严重肺
高压，如果再拖下去会危及生
命。”省儿童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郭晓峰说。

“这里专家医术高啊！不仅
治好了孩子的病，而且手术费用
全免，还包吃住，让我们没有后顾
之忧。”谈及此行，卓玛的父亲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这里就是我和
孩子的第二故乡。”

孩子们手术顺利完成，离不
开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记者
了解到，他们的手术方案均由上
海与福建两地专家团队量身定
制，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福建省儿童医院院长张浩领衔，
参与“补心”行动的医护人员达
80 余人。在榕近半个月的治疗
期间，省儿童医院开设绿色通道
和专设病房，提供定制化餐食，
给予孩子和陪同家长尽可能便
利。

“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数学
老师。”在次仁的画板上，她的理
想生活是五颜六色的，充满着生
机与希望。

长乐公路中心路域环境
整治工程（二期）开工

本报讯（记者 余少林 见习记者 林榕
昇 通讯员 马均）24日，长乐公路中心路域
环境整治工程（二期）开工，该项目计划于12
月底完工。

长乐公路中心路域环境整治工程（二
期）位于长乐S209线琅岐大桥至里仁路段及
G228线琅岐大桥至泽里路段，沿线路段行道
树过于茂盛影响行车视距，局部路段硬路肩
路面破损，混凝土护栏表面出现油漆诱导标
磨损、脱落等问题。该段道路位于旅游观光
路线，沿线通行旅客较多，为提升沿线路域环
境，确保过往车辆行人通行条件，长乐公路中
心精心组织开展沿线路域环境整治工作。

据了解，项目路域环境整治内容主要为
沿线行道树修剪、局部路段路肩修复、混凝
土护栏涂装及诱导标进行提升完善等。主
要工程量为路树修剪 39.52千米、路肩修复
1050.7 平方米、护栏刷漆 1820.4 平方米等。
施工期间，S209线及G228线沿线道路将进
行安全布控，请过往司机根据现场标志标识
及现场指挥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顺丰“牵手”丰大
建起绿色通道 助力“两国双园”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陈文凡
周徵）24日，福清市政府与顺丰集团在元洪
国际食品展示交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福建丰大集团与顺丰集团合资成立元洪顺
翔冷链物流公司揭牌，此举标志着福清将建
起一条中印尼投资贸易绿色通道。

据介绍，此次签约，是在中印尼“两国双
园”探索产业互联、设施互通、政策互惠的双
园结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搭建以食品产业
链、供应链为主体的高效服务平台，为两国之
间以水产冷链、肉类加工、粮油调拨为主营业
务的企业构建国际综合物流体系，打造中印
尼之间投资贸易的绿色通道。通过设立区域
型统仓共配集散中心，为“两国双园”合作企
业提供仓储+运输+快递+国际物流一体化服
务，提升供应链物流配送效率，助力大宗食材
快进快出，实现国际食品产业链更高水平合
作、更高效益投入、更高质量供给。

沿着“时代楷模”的足迹勇往直前
潘东升先进事迹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黄凌 曾建兵 李白蕾 钱嘉宜 张笑雪 蓝瑜萍 孙漫

顺利接受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9名西藏患儿在榕获“心”生

康复中的次仁康复中的次仁（（化名化名））在画画在画画。。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叶义斌摄

永泰用信用利刃破解
三农融资困境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近日，永泰县发
布《永泰县建立三农“党建+金融”信用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重点采集全县涉农小
微企业、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
合作组织等涉农主体信用信息，培育良好信
用环境，提升信用贷款占比，建立“政府+银
行+村集体经济+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据记者了解，过去由于农村信用信息征
集和共享难、农户信用信息评价和运用难
等，银企双向信息不对称导致涉农主体“贷
款难”、银行机构“难贷款”问题突出。

“县里将建立‘三农’信用信息大数据平
台，打破金融机构‘各自为政’格局，实现各
金融机构间信用信息的标准互认、成果共
享，规范涉农主体信息采集，维护信用信息
安全。”永泰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