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

逝者基本情况：李启辉（自称），男，74 岁，在外流浪
者。2014年10月6日17时8分自行入寿宁县医院，2014
年10月16日3时1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肺
心病，遗体现存放寿宁县仙麟殡仪馆。

如发现存在与上述对象身份信息相匹配的人员家
属，请速与寿宁县仙麟殡仪馆联系，过期无人认领的，将
按殡葬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905039698（寿宁县仙麟殡仪馆）
寿宁县民政局

2022年12月23日

无主遗体认领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现对
2022年9月30日之前的依法扣留和拖移后逾期
未接受处理的车辆予以公告，请驾驶人或车辆
所有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及时前来处
理，经公告三个月后仍不来接受处理的，我队将
依法处理上述车辆。

寿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22年12月23日

公 告
我司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在《闽东日报》刊登

《房产拍卖公告》，定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古田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开标室举行古田
县房产拍卖会。

现拍卖拍卖方式更正为：在古田县行政服务中
心一楼开标室通过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和现场同步结合的方式举行拍卖会。

特此更正！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更 正 公 告
本单位遗失 2019 年 12 月 27 日由古田县农业农村局

核发的农村集体组织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N2350922MF3465641C。声明作废。

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2年12月23日

本寺遗失2020年6月17日由福安市民族与宗教事务
局 核 发 的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71350981MCU1632624 。声明作废。

福安赛岐宝光寺
2022年12月23日

遗失声明

郑水平、郭丽凤夫妇遗失女儿郑婼雪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T350672672。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水平 郭丽凤
2022年12月23日

陈佳媛、周养发夫妇遗失儿子周旭楷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R350347787。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佳媛 周养发
2022年12月23日

本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章 文 ：宁 德 匠 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编 码 ：
GK20200923170450；私章，章文：黄宗回印，编码：35090110005126。声明作废。

宁德匠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票据号码：
5367437。声明作废。

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12月23日

本单位遗失由古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田信用社开户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035001229701。声明作废。

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2年12月23日

本人遗失在福安市陵苑殡仪有限公司华苑塔的
王成龙骨灰寄存证，证号：00074212。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伟华
2022年12月23日

遗失声明

下列机构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金融许可证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http://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先锋广场支行
简 称 :中国银行宁德先锋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3509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89545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上级机构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设立日期：2010年10月9日 发证日期：2022年12月7日
住 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南湖滨路6号上东·曼哈顿11号楼110—111号
换证原因：更址 邮政编码：355000
电话号码：0593—291228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分局

计划停电时间

2022年12月30日
09∶30 — 19∶00

2022年12月30日
08∶00 — 18∶00

2022年12月30日
07∶00 — 18∶00

2022年12月30日
08∶00 — 18∶00

停电线路

10kV七都Ⅲ线
927线路

天王路Ⅱ线925
线路

南鹤Ⅰ线917线
路

中国红Ⅱ线923
线路，南湖滨Ⅰ
线911线路

停电范围

三屿工业园区职工宿舍福建三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专）

荔枝坪路、署前路、天王路、岭下弄、上井弄

南际路 58号宁德八一宾馆（专）；以下为短时停电用
户：南际新村东区、西区、南际新村、鹤峰路34号鹤南
小区、鹤峰路36号人行宿舍、少年宫路68号、南际新
村扩建小区、南际路、军谊楼、南际路北十三至二十
二弄、南际路十二至十九弄、六小教师集资房、芦坪
路、鹤峰路、鹤峰路30号宁德市蕉城区计划生育服务
站（专）、鹤峰路宁德师专（专）

城南镇塔山村、鸿塘新村、塔山路、塔旺路、塔兴路、
平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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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停电通告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吴翔
宇）近日，闽东乡村振兴学院联合周宁
县咸村镇人民政府，在川中村举办以“助
推乡村振兴，走进周宁看川中践行劳动
教育”为主题的网络直播课堂活动，在线
观看量达3.2万人次。

当日，直播间围绕研学与劳动教育
基地项目的初衷和总体思路，劳动教育
的现状和社会意义、川中村劳动教育基
地的做法与优势、川中村村民返村创业
情况、新时代背景下城乡劳动教育的差
异、川中村劳动教育基地对乡村振兴工
作的推动作用等问题，与网友进行深入
交流探讨。

据了解，川中村是首批宁德市中小
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近年来，川中
村积极探索建立“党建引领，多元共创”
的劳动教育研学格局，充分挖掘川中村
本地特色，整合百果飘香家庭农场、汤家
大院古民居群、川中小学等乡村资源，把
川中村打造成一所自然大学校及天然团
建基地，以“微党课”“微团课”“微队课”
的形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学员在
体验农耕劳作的同时，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达到引才聚才育才的效果。村
集体通过收取劳动研学服务费、住宿费、
用餐费等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探索具
有川中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12月22日，我
市召开全市根治欠薪工作视频会议，分析
了年前欠薪总体形势和存在问题，并对春
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有关工作进行
部署。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根治欠薪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欠薪
形势总体平稳。但受新冠疫情和国内外
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仍
存在不同程度的欠薪问题，根治欠薪工作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市根治欠薪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充分认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重要性，把根治欠薪工作作为当前一项
重要的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克服盲目乐
观、麻痹大意以及处置欠薪工作等一等、
拖一拖的思想。各级政府分管领导要亲
自抓，治欠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各行业
主管部门具体抓，形成上下贯通、整体联
动的工作格局，将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
切实保障好、维护好。要严格落实政府
属地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特别是发改、
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要
加强工程项目监管，督办本领域因违法
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拖欠工程款
等导致的欠薪案件；公安机关要及时受
理、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依法严厉打击扰乱公共秩序、虚假讨薪

等违法行为，对讨薪活动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人社部门要依法快
速处置欠薪问题线索，充分运用监管惩
戒措施，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
衔接。其他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
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共同做好根治欠薪
工作。

各县（市、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将立
即行动，结合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专项行动，积极运用“123”排查法〔1 个
排查责任人，2个清单（排查清单和问题清
单），3 个到位（整改到位、处理到位、问责
到位）〕，组织人员深入本地、本行业所属
的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新一轮拉网式
排查，逐个项目核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

实情况，及时发现欠薪风险隐患并建立工
作台账。

此外，市治欠办将牵头住建、交通、
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组成联合检查工
作组，深入各县（市、区）对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进行全面督查督导，对组织
工作不到位、工作落实不尽责、问题整改
不彻底，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的，
将按照《宁德市根治欠薪工作约谈制度
（试行）》，对政府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负
责人进行约谈，并在综治考评、绩效考
核、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
对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将
向市纪委监察机关通报有关问题线索，
严肃追责问责。

我市全力做好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连日来，市区夜间气温

直降至 3℃~5℃，为全面落实“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确保街头生活无着人员安全
过冬，市救助站开展“寒冬送温暖”街面集中巡查救
助行动。

12月7日19时，救助站工作人员在蕉城区金涵
小区附近巡查时发现一名流浪人员，经询问得知，老
汉名叫洪好汉（音），66 岁，上海人，来宁德已有一
年。流浪拾荒几十年，靠捡拾垃圾废品售卖为生。

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并告知他站里每天都有免费的饭菜，有热水洗澡，
有洗衣机清洁衣物，还可以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但老汉自觉生活过得不错，打算再给自己攒点车费
回家过年，不愿意进站接受救助。最后，老汉收下
了工作人员赠予的棉服、口罩、矿泉水和八宝粥等
物资。

据介绍，冬季以来，市救助站加大街面巡查的频
次和力度，工作人员每日早晚分不同时段进行两次
巡查，在公园、车站、市场、高架桥、小区周边等多区
域开展救助，并对火车站、南北岸公园、南北汽车站、
万达广场、体育中心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
宿区域重点关注巡查。如遇流浪乞讨人员，工作人
员通过了解，多方式劝导护送其回家，或引导其入站
避寒接受救助。对不愿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和
其他街头生活无着人员，则赠送其泡面、面包、矿泉
水等速食产品以及棉服衣被等御寒物资。

本报讯（记者 张瑜 通讯员 田楚江）近日，福安市
税务局组织举办出口企业专场培训会，重点围绕新政
策解读、出口退税实际操作等内容展开解读，帮扶式
辅导纳税人懂政策、会操作，确保出口退税企业应享
尽享。

“刚开始接触出口业务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幸好
税务部门常常为我们出口企业举行专场培训。平时报
税有问题直接点击电子税务局的人工解答即可解决，
让我们财务人员特别暖心。”某公司会计刘女士说。

从传统的电机电器、船舶修造、食品加工三大行
业到冶金新材料千亿产业集群，都是福安市乃至闽
东地区重要的出口产品对象，做好出口退税工作对
福安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出台多项优惠政
策帮助出口企业排忧解难，为确保辖区内出口企业
一户不落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福安市税务局通过
大数据筛查、“人盯户”等方式，建立“线上+线下”精
准对接每一户出口企业，并通过积极开展业务培训
等方式，确保线上服务不打烊，线下服务无死角，建
立起双向省心省力的纳税辅导架构，不断拉近征纳
关系。同时，福安市税务局还针对企业行业特点和
生产经营状况，分类梳理、精准送策。对于情况比
较复杂的企业，由业务骨干组成“税援团”，上门与
纳税人详细沟通了解情况，对企业情况进行分析，
并将疑难杂症做成反馈台账，确保“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对个别重点企业，在前期摸排基础上，为
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服务，进行一对一重点政策辅
导和解读。

福安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增加出口退税办理批次，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把退税时限压缩到最低，促进出口退
（免）税工作不断提速增效。

市救助站开展“寒冬送温暖”
街面集中巡查救助行动

福安市税务局：

精 细 帮 扶 送 政 策
出 口 退 税 提 速 效

“办理个体户刻章要怎么操作？”“企业
开办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竣工验收如何
办理？”……连日来，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系统后台收到各类办事问题。该中心
工作人员化身“在线客服”，根据用户需求，
将材料流程、窗口地址等提供给用户，给予
快速、全面、精准的事前咨询服务。

“前几年，政务服务功能没这么发达，
我们办事得来回问、到处跑，很不方便。
现在，既有自助服务，也能线上咨询，不跑
冤枉路，办事更方便了！”市民周利说。

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前沿阵地，
政务服务不仅透射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回
应着群众的需求和期待。“近年来，我们持
续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窗口服务集成化
和审批服务数字化，实现审批服务事项

‘能办事、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福鼎
市行管委主任李赞校说。

今年以来，福鼎市围绕创建一流营商
环境目标，优化完善线上服务功能，为办
事群众提供办事材料讲解、指导、代办、预
审等线上全流程咨询服务，全力打通服务
群众办事“最先一公里”。

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信息技术股副股
长周宗平表示，事前咨询作为群众办事的第
一个环节，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的体验感，

“在以往办事过程中，一些群众对办事所需
材料不了解、有缺漏，经常反复跑、多趟跑。”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福鼎市政务服务
中心从群众需求出发，在中心微信公众号
中增设“办前咨询审批服务”专栏，先行先
试分类开设企业开办、工程项目审批、惠
企政策等咨询专窗，并设有在线客服，为

群众提供“一对一”线上咨询服务，切实做
到群众“最多跑一次”或“零跑动”。

“线上咨询与网站、热线最大的不同
是，能对办事群众提供的资料进行预审，
帮助群众及时矫正、补缺补漏。”周宗平
说。工作日期间，由工作人员担任客服实
时解答线上咨询；其余时间，则启动智能
客服，通过预设问题库、匹配关键词，自动
推送相关答案，实现24小时全程“在线”。

截至目前，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已累
计接受群众线上咨询350余人次。下一阶
段，该中心线上全流程咨询服务将继续增
加高频事项，并梳理适合网上代办事项，
推出相应线上代办功能，切实提升平台线
上服务水平。

服务前移一小步，效能提升一大截。
十年来，福鼎市已推进开办企业 4 小时办
结、不动产登记“十窗合一”、公积金业务
一柜办结、户籍业务“全城通办”、医保“无
差别”受理、扶残助残一件事、出租车驾驶
证办理一件事、水电气网联办一件事等多
项“一事一次办”改革落地；采购 28 台“鼎
e 办”政务自助终端机分布在各乡镇（街
道）、部分社区（村），嵌入福鼎市7884个事
项办事指南查询和助残扶残申请、医保慢
特病种申报、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许可、交通罚没等 97 项高频事项办理，
推进民生事项“市乡同办”，逐步形成15分
钟便民服务圈。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王婷婷

闽东乡村振兴学院“田教授”
网 络 课 堂 走 进 周 宁 咸 村

近日，记者在宁德市区富春东路与宁川路交叉口口袋公园（北
侧）改造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口袋公园已经完工。据了解，富春东路
与宁川路交叉口口袋公园（北侧）改造项目是2022年宁德市“十个
十”民生项目之一，该项目建设面积465平方米，总投资约130万元，
有现代休闲亭廊、座椅、景墙等，并将宁德特色“山海文化”元素融入
景观小品内，打造休闲的复合型口袋公园，为市民新增一个休闲好去
处。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褚子强 摄

福鼎：服务提档升级 方便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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