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意划损路边车辆
男子涉嫌寻衅滋事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黄若淇

近日，仓山公安分局对湖派出所民警接
群众报警，获悉停放在南二环路的汽车被人
划损，勘查后发现3辆车受损，损失共计3950
元。民警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循线追踪将犯
罪嫌疑人刘某冰抓获。目前，刘某冰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刘某冰供述，当晚其饮酒后徒步回家，为
了寻乐子故意拿钥匙划损路边停放的车辆。
得知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刘某冰后悔不迭。

案例点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
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
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
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
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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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遗失声明

公 告 栏公 告 栏

停气通告

●叶彩维遗失福州市省重点建
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书，编号：FN-C601，声明作废。
●陈丽梅、苏桔峰遗失苏梓豪
医 学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M350063865，2012 年 9 月 7 日
出生，声明作废。
●闽侯县甘蔗承育餐饮店遗失
2021年 1月 25日核发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JY23501210110649，声明作废。
●肖鸣遗失新闻记者证，证号:
G33130066661527，声明作废。
●王克响遗失军官证和保障卡，
军字第0239002号，声明作废。
●唐自成不慎遗失福州市台江
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8
年 5月 24日开具的达道路商住
楼第 5 间店面押金收款收据 1
张，号码：0002230，金额：9708
元，特此声明。
●原坐落于台江区上杭路 215
号，房屋使用人周永辉。上述
房屋因上下杭项目，由台江区
征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并于
2017年 7月 12日安置于浮村佳
园 3#楼 2604 单元、704 单元。
因不慎遗失上述安置房拆迁收
款 收 据（NO.0002954，金 额 ：
539977 元；NO.0002955，金额：
553800元），现声明遗失作废。
如有异议，请于见报 30日内向
台江区征收工程有限公司书面
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鼓楼区纪
律检查委员会遗失福建省单位
内部往来结算票据（手工三
联），票号 00916151-00916250、
01236051- 01236100 的全部联
次，注册号为闽财（2006）票字
第014号，现声明作废。

尊敬的用户：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1年

11 月 27 日（周六）21:00 至 6:30
进行，届时晋广翠园将停止供
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
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如发现问题请及时联
系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声明：陈燕国的房屋坐落在
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浦道街，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09年由
福州统建拆迁工程处征收并安
置于胪雷新城一区 9座 1105单
元、胪雷新城七区 3 座 1302 单
元。现由陈燕国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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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国
★声明：郑丽芳的房屋坐落在
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中街 142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09
年由福州统建拆迁工程处征收
并安置于胪雷新城一区 9 座
805 单元、胪雷新城七区 3 座
1202单元。现由郑丽芳申请办
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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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芳
●声明：原权人叶臣伟的房屋
坐落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
坂村，2014年由福州地源房屋
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福建省
福州市晋安区熙悦锦城。与福
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 2014年
12 月 18 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
置协议书（编号：Ｄ-155）1份，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如有
异议者，请于 30天内向拆迁单
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叶臣伟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鼓山镇
潭 桥 村 板 桥 ，总 建 筑 面 积
297.84㎡，未办理产权登记。
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征收范围，由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偿
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本人赵新

庭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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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偿安置，现安置房
位于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号潭
桥佳园（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安置房二期）2#楼 2904
单元、3004 单元、3#楼 3003 单
元、3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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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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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
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安置
协议、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
的各项补偿款等，并追偿造成
的所有损失。对声明有异议
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
拆迁单位提交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将由本人办理权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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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庭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鼓山镇
横屿村拥上 120-6号，总建筑面
积 179.52 ㎡ ，未 办 理 产 权 登
记。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
片区横屿组团征收范围，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本人
张海燕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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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偿安置，现安置
房位于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号
潭桥佳园（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安置房二期）10#楼
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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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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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本人承
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

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安置协
议、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
各项补偿款等，并追偿造成的
所有损失。对声明有异议者，
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向拆
迁单位提交证据，若逾期无人
提出，将由本人办理权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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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商子奇（代）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鼓山镇
横屿村拥上 120-6号，总建筑面
积 167.15 ㎡ ，未 办 理 产 权 登
记。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
片区横屿组团征收范围，由福
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
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本人
陈杰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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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偿安置，现安置房
位于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号潭
桥佳园（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
组团安置房二期）3#楼 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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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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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与
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
接解除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
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
并追偿造成的所有损失。对声
明有异议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拆迁单位提交证据，
若逾期无人提出，将由本人办
理权属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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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鼓山镇
潭 桥 村 板 桥 ，总 建 筑 面 积
101.32㎡，未办理产权登记。
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
横屿组团征收范围，由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偿
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本人陈戴
洪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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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偿安置，现安置房位
于鼓山镇前横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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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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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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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
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
直接解除安置协议、收回安置
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
等，并追偿造成的所有损失。
对声明有异议者，可在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向拆迁单位提交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将由本人
办理权属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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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戴洪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鼓山镇
潭桥村板桥 24号，总建筑面积
25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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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房屋确系本
人陈正贵、徐章芳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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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补偿安
置，现安置房位于鼓山镇前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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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3 单元、11#楼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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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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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本人承担一切

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
有权直接解除安置协议、收回
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
偿款等，并追偿造成的所有损
失。对声明有异议者，可在见
报之日起 30日内向拆迁单位提
交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将由
本人办理权属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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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贵、徐章芳
●声明：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
屿组团项目陈正贵的原房屋坐
落在晋安区鼓山镇潭桥村板桥
24 号，遗失征收协议书，编号
A121，本人均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经济责任，如因
此造成他方损失，由本人负责
赔偿，且与征收人、征收实施
单位无关。

声明人：陈正贵
●声明：台江区浦西 6号后的房
屋 ，属 砖 混 构 ，总 建 筑 面 积
135m2，是萧文 于 60 年代末
在空地上自建的房屋，并于
2006年重建，至今未办理产权
证。该房屋属“浦西村危旧房
旧屋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
围，萧文 向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申请办理上述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手续，现声明以上情况真
实，声明人愿承担一切经济、
法律责任。若有异议，请在见
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福州市台
江区城建征收工程处提出，逾
期按规定予以办理。

声明人：萧文
●声明：林爱花的房屋坐落在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坂中村，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该房屋于
2017 年由福州市闽桥房屋征
收工程有限公司拆迁并安置于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315 号战峰雅苑 7#楼 2305 单
元。现由林爱花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
请在 30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
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林爱花

●声明：张利咸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浮村，原房屋产
权未登记。于 2010 年由福州
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
于晋安区新店镇浮村新城一区
7号楼 3005单元。现由张利咸
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
记，如有异议请于 30日内向被
征收房屋所属村委会（社区）
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张利咸
●声明：张佳敏的房屋坐落于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齐安村，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7 年
因海峡体育中心项目周边收储
地块三（南二环路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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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山镇北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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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楼 801单元。现由张佳敏办理
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如有
异议者请在 30天内向征收工程
处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张佳敏
遗失声明: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胪雷村中街 207号陈燕泉
（身份证号码 :35011119680822
0316）遗失福州统建拆迁工程
处开具的收款收据 1 张，开票
日期为 2017年 11月 1日，收据
号为 3213063，交款项目为胪
雷新城一区 8#206，交款金额
为 236707元，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陈燕泉
声明：王彬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鹤林村蒲岭，原房屋产权
未登记，2011年由福州市晋安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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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新城鹤林
片区横屿组团安置房一期 A
区）7#楼 1003单元。现由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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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
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王彬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薛有雄 严佳璟）“真没想到这么方
便，不用回国，在日本也能办理公
证！”昨日，说起通过公证委托办理
财产处置的有关事宜，远在日本的
福清华侨林先生既开心又激动。据
了解，依托驻外使领馆开展海外远
程视频公证，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

林先生旅居日本近30年，其家
人也在日本工作和生活。这次老家
涉及重大财产处置事宜，因路途遥
远、机票价格高昂，加上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回家处理此事困难重重。

前不久，外交部领事司指导总
领馆会同国内公证机构和大阪中国
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合作，在我省试
行海外远程视频公证，中国驻日本

大阪总领馆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外办
领事处、省司法厅法律服务处以及
省外事服务中心积极配合，让旅居
日本的华人华侨享受更加便捷、高
效的公证服务。

22日下午，福清市公证处按照
省外事、司法部门统一部署和协调，
通过视频完成了对林先生在线身份
核实、在线询问、文书核对、线上签
名等程序，整个过程约 30分钟，为
林先生办理了委托公证的相关手
续。随后，公证书由林先生的受托
人在福清市公证处领取。

“整个委托公证办理过程，申请
人在领事官员和大阪中国签证申请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见证下进行，解
决了申请人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确保了公证的合法和安全。”福清市
公证处主任张松说。

据介绍，福清旅居海外侨胞多，
其中不少生活在日本。海外远程视
频公证服务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凸显优势，平常使用也能为旅居
海外乡亲提供极大便利，节约时间
和交通成本。

“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工作
是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深入贯彻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服务
举措，也是福清市公证处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便
民利民措施，依托‘互联网+公
证’，我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落到实处，真正为海外华人华
侨和乡亲办实事好事。”张松说。

便民服务跨越重洋
福清办结全省首例海外远程视频公证

海外远程视频公证现场。通讯员 薛有雄摄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 通讯
员 官文海）近日，台江公安分局瀛
洲派出所成功打掉一个以恋爱为
名，实施购物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收缴电
脑、手机等作案工具20余台。

本月中旬，瀛洲派出所接到举
报，称在辖区某小区内有人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经过民警深入走访
调查，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

电诈团伙浮出水面。瀛洲派出所
立即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开
展侦办。19日晚，抓捕时机成熟，
专案组一举抓获以林某为首的电
信网络诈骗团伙成员 7人，现场查
获作案电脑13台、作案手机15台。

经查，这个诈骗团以男性为
主，他们在网络上扮演女性，以佯
装相亲谈恋爱为名针对男性用户
诈骗。他们制作了微信购物小程

序，上架了虚构商品，通过特定程
序在微信平台上广泛发出加好友
申请，“钓鱼”加男性用户为好友，
一旦有人上钩，就以恋爱为名想方
设法取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待
时机成熟，就让对方在指定的微信
购物小程序上买皮带、口红等。为
了防止被对方发现商品是虚构的，
这些商品都会被要求寄出。第二
天他们就会表示收到“礼物”，然后

继续要求对方购买……
他们还有一套完整的“剧本”，

上面详细列出了第N天话术、辅助话
术、生日话术……为了增加可信度，
他们还专门录制了年轻女性的语音
用于打招呼和问好。遇到对方提出
视频通话需求，就由女性同伙客串。

至落网时，该团伙在成立不到1
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送诈骗信息1
万余条，受害人达 30余人，遍及全

国，涉案金额 5万余元。目前，7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时一定要
增强防骗意识，不要轻信网络世界里
陌生人的身份信息, 保持清醒头脑，
防止落入陷阱。在与他人聊天时，涉
及金钱、转账、投资、资助等信息的，
应当提高警惕。一旦发现疑似骗局
苗头或遇到诈骗，应果断报警。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昨日
上午，仓山交警大队奥体中队民
警张学东来到仓山福湾小学，指
导老师、志愿者、保安开展校园交
通安全宣教活动：引导过街学生
走斑马线；劝导家长响应“一盔一
带”安全倡议；对违停车辆进行劝

离和处罚。随后，张学东入校开
展“警校携手畅通路，交通安全伴
你行”专题讲座。

警校联合治理，提升了校园
周边交通安全环境，强化了师生
遵守交规、关爱生命的安全意识，
为创建文明城市助力添彩。

本报讯（记者 朱榕）近日，晋
安公安分局岳峰派出所根据上级
统一部署，对辖区流动人口较多
的东二环泰禾广场一带进行地毯
式摸排，严查是否全面落实人员
信息采集登记工作，及时发现疑
人、疑物、疑事，并对可能存在的
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清查行动中，岳峰派出所联合
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福建省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条例》宣传。民警认真
讲解居住证办理流程和享有的权
益以及违反相关规定应负的法律
责任，同时向群众演示利用自主申
报小程序、“福建治安便民”公众号
进行出租房屋报备、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等业务。清查行动当晚，民警
入户访查出租房屋186户，采集流
口信息163人，注销29人，查获不
按规定登记承租人信息案件4起。

我市首例知识产权
惩罚性赔偿案宣判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因认为对方生产、
销售的同款小吃侵犯自身注册商标，福建某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将上海某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某食品加工厂诉至法院。日前，鼓楼法院
对该案作出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侵权，按照侵
权获利的1.5倍计算赔偿金额。据悉，该案也
是我市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

福建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原告公
司主要从事饼干、糖果制品、糕点、薯类、膨化
食品和饮料生产、销售的企业，涉案商标具有
相当的知名度。而被告公司在其生产、销售
的爆浆糖果产品上使用了与原告公司完全相
同的商标，并在电子商务等平台上进行销售，
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
当竞争行为。

根据案件事实，鼓楼法院认定被告未经
权利人许可，在同类食品上使用原告注册商
标，其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应当承担立即停止
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鼓楼法院判定被告
上海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某食品加工厂作
为案涉侵权商品的委托商、制造商，共同实施
侵 权 行 为 ，应 连 带 赔 偿 原 告 经 济 损 失
94252.28元和因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3000元。被告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立即停止侵权和赔
偿损失的责任，被告公司共计应当赔偿原告
公司144378.41元。

鼓楼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知识产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是提高侵权代价、遏制侵权的
重要手段。

当心以恋爱为名的陷阱
台江警方破获“杀猪盘”网络诈骗案

警校携手关爱孩子安全出行

晋安夜查消防安全和流动人口

民警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民警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岳峰派出所供图岳峰派出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