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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公告栏公告栏
停气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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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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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国网”
或“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电费以及线上办电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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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区

晋安区

高新区

鼓楼区

停电时间

12月1日9:30-17:15

11月30日6:00-8:00

12月1日8:00-13:00

12月1日7:00-16:00
12月1日8:15-11:45
12月1日8:30-17:30
12月1日14:30-18:00

线路名称

堤边变623中平线

寿山变914日溪线，
寿山变913桂湖线

福飞变616电一建

侯官变芝山线923，
上街变911金桥线

泮洋变915东水线

黎明变612党校线

泮洋变935高桥

停电范围

【台江区】白马路山边街 47号、南禅山弄（南禅山停车场核酸检测点）、白马南路
（南禅山附近景观灯）等、白马南路锦华新苑 1~3座用户、南禅 16弄 1号、水泵及公
共设施等；福建省福州市第十四中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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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洋村 3片区
用户、井后村 1片区用户、日溪村 4片区用户、点洋村 2片区用户、东坪村 1片区用
户、林场村 1片区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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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洋村 3片区用户、汶洋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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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洋村 4片区用户、汶石村 2片区用户、汶石
村 1片区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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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石村6片区用户、东坪村2片区用户、日溪村8
片区用户、日溪村 3片区用户、党洋村 1片区用户、万洋村 4片区用户、汶洋村 3片
区用户、山秀园村 2片区用户、梓山村 1片区用户、日溪村 7片区用户、井后村 2片
区用户、点洋村 1片区用户、梓山村 2片区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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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大湖东墘果蔬专业合作社（专）、闽侯县大湖杉山竹木加工场（专）、绿龙
实业（福州）有限公司（专）、福建诚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州龙鑫电力
有限公司（专）、闽侯县聚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州市晋安区炎明农场
（专）、福州市晋安区山村山味农场（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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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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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安区】东浦路思儿亭新村 1、2座用户、水泵及公共设施等、思儿亭小区B3、B4
座、思儿亭店面及公共设施等、东浦路琴亭路 188号的 1、2单元用户、水泵及公共
设施等、福州地区琴亭高校新村管委会（专）

【高新区】福州华山园艺有限公司（专）

【鼓楼区】东水路105-107、111、113、115、117、119号
【鼓楼区】灵响路63号灵响小区7、8、11座用户、小区局部店面及公共设施等

【鼓楼区】福马路45号

●林小倩、张立明遗失女儿张
诗婷的出生医学证明 1本，出生
日期：2018年 12月 11日，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T350087207，声
明作废。
●众格养正（福州）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1枚，编号：
35010210075638，现声明作废。
▲柏小飞不慎丢失福清东百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意向金单据
号为：1448567，金额：20000 元
人民币整，声明作废。
▲徐滨遗失福州市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开具的榕发观湖郡
6#、A2楼 1层 06商业购房发票，
号码00976093，声明作废。
▲陈丹遗失晋安区鼓山镇鹭亭
路 79 号榕发观湖郡 9#楼 1402
单元购房发票，号码 32178067，
金额698498元，声明作废。
▲父亲唐天雄、母亲张华美之
女儿唐语蔓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H350078236，出生日
期2006年11月9日，声明作废。
▲福清市东瀚美宏日杂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代
码 ：92350181MA3093TA6A，声
明作废。
▲名称：福建康佰家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台江中平路分店，不慎
遗失福州市台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21 年 11 月 04 日核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食品经营

许可证号：JY13501030010289，
现声明作废。
●福建致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BIGBRELLA（FUJIAN）CO.，
LTD.〕遗失HBL提单一份，共三
正三副，HB/L NO.：CTLT0920
4046592，V/V:MSC AMEERA
III HI241A，柜 号 ：PGTU914
3744，品名：FOLD UMBRELLA，
件数：20CTNS，开航日期：23
OCT 2022，启运港：XIAMEN，
卸 货 港 ：GDANSK，CN 编 号 ：
CN1352059/060/061，现特此声
明，该提单正、副本全部作废。

●声明：原坐落在福州市台江
区新村二里 102号房屋系朱梅
芳于 1983年在空地上建造砖木
结构单层平房 5 间，并于 2003
年在二层加盖砖木结构 1间，建
筑面积：87.29㎡，未办理产权登
记。该房屋于 2010 年被列入

“福机第一生活区及新村一里”
地块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由
福州市台江区房地产征收工程
有限公司实施征收，并安置于
台江区宁化街道宁化路 126号
（原宁化支路南侧和新兴路交
叉处）福机新苑（二区）（福机第
一生活区及新村一里[（含第四
机床厂）限价房]8 座 1704 单
元。现朱梅芳申请确认新村二
里 102号房屋属朱梅芳所有，并
办理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
产权人为朱梅芳，如有异议者
请在 30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今

后如有由此引起的一切产权与
经济纠纷，概由朱梅芳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与征
收实施单位无关。

声明人：朱梅芳

尊敬的用户：
1.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 13:00 至 17:00 进
行，届时观海路太平洋城将停
止供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
意用气安全。

2.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13:00 至 16:00 进
行，届时环北二村将停止供
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
气安全。

3.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8:30 至 12:00 进
行，届时物资车队、二印宿舍、
省各民主党派宿舍、省彩色印
刷厂宿舍、省茶叶进出口公司
宿舍、省轻工院宿舍、琯尾街省
电力工业局宿舍、琯尾街琯尾
新村、岳峰镇晋安新村、地质测
绘队、晋安区岳峰镇琯尾东新
村、晋安北路省地质测绘院食
堂等将停止供气。请用户关闭

阀门，注意用气安全。
4.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12:00 至 18:00 进

行，届时电力宿舍将停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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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23日

美国 2022年中期选举“账单”
再创新高，富豪们大手笔地拿出政
治捐款，花钱多的候选人获得更多
选票……美国选举政治乱象日益
侵蚀着选民对美式民主的信心。

纽约州长期为民主党掌控，但
共和党候选人仍在纽约州一些选
区同民主党候选人鏖战。位于纽
约市以东的拿骚县就是民主、共和
两党在中期选举中激烈争夺的地
区。当地一些选民在中期选举投
票后在投票站外接受记者采访时，
痛斥美式民主积弊，表达对美式民
主的失望。

3个月前刚从纽约市皇后区搬

到拿骚县的詹姆斯·甘斯基说，美
国现在正被通胀、移民、犯罪等问
题毁掉。当选者被亿万富豪的资
金控制，是亿万富翁让这些人当
选。

56岁的甘斯基在纽约皇后区
经营一家装修公司，他的疑惑是，
既然美国对政治捐款有限制，为什
么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政治捐款能
超过1亿美元？“索罗斯这种靠搞垮
别国金融体系牟利的投机者，捐钱
肯定是要回报的。这正是我们所
担心的。”

甘斯基直言，自己不担心有亿
万富翁当选，担心的是有人在当选

后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代言
人。

据跟踪美国竞选财务和游说
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公开的秘密”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美国中
期选举费用高达 167亿美元，成为
史上最贵的中期选举。从选举结
果看，花钱多的候选人大多获胜。

据“公开的秘密”披露，7月以
来，中期选举系统的政治资金数额
大到“足以影响国会的政治主导
权”。美国十大亿万富翁在本次中
期选举中豪掷 5.4亿美元，其中来
自索罗斯的捐款更是高达 1.28亿
美元。

67岁的选民保罗从南美洲国
家圭亚那移民美国，此前在航空航
天行业工作，现已退休。他叹息
说：“金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我们
看到的是，美国选举中的一切都受
到金钱驱动。”

拿骚县选民博比今年才19岁，
却已见过不少政治游说。他说，自
己更倾向把选票投给此前在政治
体系中没有经历的新人。博比的
母亲帕特里夏则直言不讳：“我们
不相信任何政客。”

在甘斯基看来，如何确保一个
动机纯洁、没有私利的人当政非常
重要。他自己不再期待中期选举

后的美国状况能有多大改变，因为
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同一片不干
净的沼泽地”。

他说，以前是民主党选民把票
投给民主党，共和党选民把票投给
共和党。但在这次投票中，自己只
能无奈地从两党候选人中选择“不
那么坏的一个”，并不会把票投给
固定党派的候选人。

就在甘斯基接受记者采访时，
不少从投票站出来的选民驻足旁
听，不时为他的话鼓掌支持。

“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发声！”甘
斯基说。

（新华社纽约11月22日电）

困惑，无奈，失望
——美国选民眼中的中期选举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杨士龙

这是11月23日在耶路撒冷拍摄的爆炸现场。
据报道，耶路撒冷当日发生两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人

死亡，14人受伤。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喀布尔11月23日
电（记者 邹学冕）阿富汗警方 23
日说，首都喀布尔一清真寺内当
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5名
平民死亡、1人受伤。

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立德·
扎德兰说，当天上午，喀布尔第 9
警区一座清真寺内发生枪击事
件，枪击死伤者来自同一家庭。

袭击者在枪击后逃离现场。
阿富汗安全人员已对枪击事

件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
织或个人声称制造这起事件。

近期，阿富汗各地袭击事件
频发，大量人员伤亡。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声称制造了数起以学
校、清真寺和公交车为目标的袭
击事件。

据新华社郑州 11 月 23 日
电 21日 16时许，河南省安阳市
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一
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8人
死亡、2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全国
总工会、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
方面参加，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
商贸有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进行调查。

11月23日下午，国务院河南
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组在安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应急管

理部副部长宋元明对调查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
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
原因，客观精准认定责任，实事
求是提出处理建议，依法严肃追
究责任。同时，推动地方政府认
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化
整治，严格落实责任，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

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员、专
家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河南省、安阳
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记
者 郭敬丹）禁止群租，加大对个人

“二房东”监管力度，建立全市统一
的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上
海市住房租赁条例》23日经上海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
议表决通过，以地方立法推动形成
管理有序、服务规范、租赁关系稳
定的住房租赁体系，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满足居民多层次的居住
需求。

条例主要内容之一在于规范
租赁行为，平衡租赁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对住房出租提出严格要求，
明确规定禁止群租，厨房、卫生间、
阳台、贮藏室以及其他非居住空间
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禁止将违
法建筑、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房屋

以及其他依法不得出租的房屋用
于出租。

根据条例，上海加强市场主体
管理，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针
对“二房东”，条例规定，个人以营
利为目的转租房达到规定数量，需
依法办理登记。条例明确，上海实
行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
从业人员实名从业制度，住房租赁
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为从业
人员办理从业信息卡。并且，住房
租赁企业承租个人住房从事转租
业务的，应当按照规定，在商业银
行开立住房租赁交易资金监管专
用账户，并通过住房租赁平台向社
会公示。

同时，条例设专章对保障性租
赁住房作出规定。根据条例，保障
性租赁住房重点在新城等人口导

入区域、高校园区、产业和商务商
业集聚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等租
赁需求集中、生产生活便利、交通
便捷的区域进行布局。

对于“涨租”，条例明确，上海
市房屋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住房租
赁价格监测机制，做好相关预警工
作。住房租金显著上涨或者有可
能显著上涨时，可以依法采取涨价
申报、限定租金或者租金涨幅等价
格干预措施，稳定租金水平。

条例还规定，上海依托“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平台，建立健全
全市统一的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
台，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数
据共享，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管理
效能。

条例将于 2023年 2月 1日起施
行。

禁止群租写入上海地方立法

三部门加大力度推广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张辛
欣）记者 23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申报工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
在释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慧养老”助
力“老有所依”。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用科技提
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组织开展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
年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
养老产品，以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
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申报的产品应在功能
性、易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较高
的技术水平。申报的服务应能精准对接老年
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深度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

电子烟产品寄递新规发布

每人每天限寄一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戴小

河）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邮政局23日联合
发布通告，对寄递电子烟产品、烟弹、电子烟
用烟碱等实行限量管理，每人每天限寄一件，
不准多件寄递。

根据通知，每件限量标准如下：烟具 2
个、烟弹或烟弹与烟具组合销售的产品6个，
合计烟液容量不超过12ml。

国务院成立河南安阳“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阿富汗喀布尔清真寺枪击事件
致5人死亡

耶路撒冷发生爆炸

福奇离任前呼吁民众
接种升级版加强针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22日电 美国国
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22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民众应尽快接
种升级版新冠疫苗加强针。最新临床有效性
数据显示，升级版疫苗能有效抵御目前流行
的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毒株。

当天是福奇离任前最后一次出席白宫记
者会。这位知名传染病专家说：“这也许是我
从这个讲台上向你们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
为了保护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请在
符合条件情况下尽快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

现年 81岁的福奇自 1984年起出任美国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去年 1月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出任总统首席医疗顾
问，今年8月宣布将在年底退休。

英国最高法院：

未经授权苏格兰不得举行
独立公投

据新华社伦敦11月 23日电（记者 杜
鹃 许凤）英国最高法院23日裁定，未经英国
政府授权，苏格兰不得就脱离英国问题举行
公投。

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定书写道，苏格兰议
会“没有权力为苏格兰独立公投立法”。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当天对这一裁定
表示欢迎。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妮古
拉·斯特金表示，失望但将尊重裁定。

今年6月，斯特金宣布苏格兰地方政府计
划明年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她随后致信时
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征求相关许可，但遭到回
绝。苏格兰方面此后请求英国最高法院对无
英国政府授权的独立公投可否合法举行出具
意见。最高法院于10月就此举行了听证会。

国际观察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