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茹捷 文/图）1 月 25
日，根据《宁德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域户外
广告整治方案》部署，市交通运输局组织
执法力量对104国道蕉城段沿线广告牌
进行专项整治（上图），共拆除户外广告
牌8面。

此次拆除的户外广告牌范围包括：

遮挡自然景观、影响市容市貌，与周边环
境不协调，给市民带来“视觉污染”的广
告牌；未经审批或审批期满未续批的广
告牌；违反、不符合《宁德城区户外广告
设置规划》的广告牌。行动之前，交通部
门已对应拆除的广告牌采取了登报公开
的方式进行了告知。

据了解，对国道沿线广告牌进行拆
除整治后，将进一步保障中心城区及周
边区域市容市貌整洁有序，提升城市形
象，减少杂乱无章、破旧残缺的广告牌给
市民带来“视觉污染”。 春节后交通部
门还将对104国道蕉城段沿线余下的13
面违规广告牌继续落实拆除工作。

我市整治国道沿线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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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阳信用社 机 构 编 码：E0116U33509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082344 机 构 地 址：福建省福安市电机电器城S4幢203号

终止营业时间：2016年1月26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6年1月21日

本项目部遗失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寿宁县支行开户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4037000055301，声明作废。

福建省百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寿宁县2013年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清源乡牛玉高片小流域治理项目部

2016年1月27日

本单位因公章破损，章文：古田县妇女
联合会，编码：3522270000915，声明作废。

古田县妇女联合会
2016年1月27日

朱友光、林梅月夫妇遗失女儿朱思
怡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H350251413，
声明作废。

挂失人：朱友光 林梅月
2016年1月27日

本店遗失 2015年 5月 19日由福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码：350981600270602，声明作废。

福建省福安市安琪鞋店44号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35222919630308652244，声明作废。
挂失人：蔡华芝

2016年1月27日遗失声明

公告
产权人；林金兰,地产座落于；福安市阳

头黄厝上巷 45号; 东至：与陈若珍共板壁；
西至: 自墙邻路；南至：自墙邻厅；北至：自
墙邻空地，用地面积：占地面积 31.31平方
米，确权面积 60 平方米。若对产权有异
议，请登报后三十日内向福安市国土资源
局提出申请，逾期将依法登记发证。

福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27日

本场遗失 2015年元月 21日由寿宁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码：350924100021980，声明作废。

寿宁县周家坪生猪养殖场
2016年1月27日

本人不慎将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帝源大厦
地下室 17轴—18轴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所有权证号201357346，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张卫东
2016年1月27日

本公司遗失由宁德市蕉城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902100023351，声明作废。

宁德市鼎达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7日

公告
根据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5）蕉执字第 1452—4 号文，坐落于宁德
市薛令之路 8号（东湖御景）6幢 1层 102室，
所有权人黄品良，产权证号宁房权证东侨字
第 20134041 号的房屋所有权已于 2016 年 1
月 26日办理转移登记，同时上述房屋所有权
证本作废，现予公告。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房管局
2016年1月27日

本店遗失2010年2月1日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国家税务
局和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闽国税登字
35222119710404212203号，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宝贝天地奶粉店
2016年1月27日

本店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周宁
县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038000102201，声明作废。

周宁县名士鞋业
2016年1月27日

遗失
声明

本报讯（徐守武 张文奎）1月 23日，
虽然最强寒流来袭，在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的大学生创业园里却热火朝天，福安市仙
阁梁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小春高兴
地和社员们讨论合作社刚申请下QS认证
后的发展计划。

刘小春本是城阳镇阳面村的茶农，顺
利入驻创业园全得益于 2013年报名参加
了学院承办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
程学历教育大专班”。三年多来，通过“农
民+大专班+创业园”的模式，刘小春从农
民转身成了“大学生创客”。和他同期毕
业的还有来自三明、南平等地学员105人。

据了解，该大专班由福建省委农办、
农业厅主办，福建农林大学、宁德职业技

术学院等5所高校承办，2013年第一届开
班。参加学习的学员能享受每年 4000元
的学习生活补贴，还免收学费、课本费、食
宿费等。

刘小春获得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
他告诉记者，学习最大的收获不是拿到毕
业证书，而是三年中在学院老师的帮助
下，与创业园、合作社共同成长。“以前全
凭经验制茶，走了很多弯路。报班学习
后，一边学习技术，一边通过创业园平台
获得帮扶，合作社的孵化和成长有了足够
的温度。”他介绍说，合作社去年底就获得
了宁德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资助 3万
元、福安市配套资助1万元。

近年来，红茶已是红海市场，制作工

艺上失之毫厘，品味上差之千里。刘小春
介绍，在坦洋工夫红茶提香过程，由于方
式不对导致失败。在大专班老师技术指
导下掌握了碳焙技术，成品红茶的香气比
通过机器提香的更纯更自然，深受消费者
喜爱，仅批发价就从原来的110元/斤提高
到180元/斤。

大专班作为全省性助农项目，承办学
院都结合本土特色，在专业开设、发展模
式上都有各自做法。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立足本土支柱产业茶业为办学基础，无缝
对接“宁德市大学生创业园”，以大专班为
技术支撑、创业园为平台，做到了“产、学、
研”的高效结合。

更广泛的效益在校外。刘小春“学艺

归来”，带领合作社有了更好的发展。合
作社员从原来的 7 人迅速增加到 300 多
人，年产值超 300万元，带着村民们奔小
康。

良好的社会效益让大专班品牌得以
树立，形成了“农民成了大学生——大学
生返乡创业——带动周边农民致富——
吸引更多农民参加”的良性循环。

福建师大本科毕业回乡后，和刘小春
一起创业的妹妹刘小凤，由于缺乏专业知
识，报名参加宁德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班。

“我老婆也报名到2016年的大专班学
习，合作社做大了，缺人手啊！”刘小春高
兴地说。

农民成了“大学生创客”

我市首届新型职业农民大专班毕业啦！

本报讯（程伟兵 刘孝德）近日，霞浦县12315台
成功调解一起腻子粉质量消费纠纷，为消费者挽回
了经济损失。

消费者王先生装修房子，于去年10月起陆续在
霞浦县城区的一家装饰店购买腻子粉及胶水，共计
花费 6992元。今年初，房子装修竣工后不久，王先
生发现墙面竟然开始掉粉，他怀疑腻子粉质量有问
题，于是向县12315台投诉。

接到投诉后，工商人员核实了王先生反映的情
况。工作人员及时向商家宣讲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条例，指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等公平交易条
件；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
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经组
织经营户、厂家、消费者三方多次协商，最终达成
一致，商家给消费者免除材料费 6992元，并补偿王
先生7000元。

本报讯（林菁）为进一步提高城市困难群众和
“三无”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从 1月 1日起,蕉
城区民政局对全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
调整。

据了解，调整后的标准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从每人每月4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486元，城
市三无人员供养标准从每人每月420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 632元。提高标准后，全区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1889人将直接受益。

本报讯（何小丽）1月17日，我省首家农民互助
中心——福安市闽韩新型职业农民互助中心正式成
立，互助中心 8家合作社现场签约共同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

目前，该中心服务对象共有种植、养植、农副产
品加工基地80多家。中心将组织、引导、推进、协助
各基地进行“三品一标”认证工作，提高本地农产品
的综合价值，引导帮扶职业农民自主创业，推进“互
联网+农业”进程，帮助农民致富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郑舒） 25日下
午，在宁德市医院住院部二十五区
的血液风湿免疫科，记者见到了叶
祥聪。他是蕉城区虎贝乡新厝村
人，今年 32岁。2007年，他被查出
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2015 年
11月，他病情加重再次入院。因为
病痛的折磨，他看起来显得很苍
白、很虚弱。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血液病的一
种。“患上这种病，意味着骨髓失
去了造血功能，体内的血小板值仅
为正常值的 1%左右，目前要靠每
天打止血药和输血来维持生命。”
叶祥聪说，去年 11月，他的病情加
重，消化道内大量出血，每隔一两
个小时便血一次。这次连续住院两
个多月，已经花了十几万元治疗
费，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经济也不
好。

但最让叶祥聪一家人发愁的还
不是金钱，而是他急需 A 型血小
板。由于血凝功能太差，他随时都
有大出血的危险，必须不断输入血
红细胞和血小板。而他急需的 A 型
血小板十分缺乏，这让叶祥聪的治
疗陷入了僵局。

叶祥聪的主治医生聂医生告诉
记者，叶祥聪的病情较重，属于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要治疗他的
病，当务之急就是需要输入 A 型血
小板。如果不能及时输入血小板，
他可能出现失血性休克，或者因重
要脏器 （如头脑、腹腔等） 出血而
有生命危险。

记 者 从 宁 德 市 中 心 血 站 了 解
到，每年冬季因为天气寒冷，献血
就进入淡季，血源紧张。因为献血
小板的人本就不多，而手术、血液
病人对血小板的需求又比较大。

“住院两个多月了，眼下就快
要过年了，希望能有 A 型血的好
心人捐献血小板。”叶祥聪说，他
想先把病情控制住，这样就可以
回家过年，后续的治疗等过完年
再说。

亲 爱 的 读 者 ， 如 果 您 身 体 合
适，恰好是 A 型血，又愿意捐献血
小板，请您加入到献血的行列中
来，帮助这位男子实现回家过年的
心愿。

本报讯（蓝宇庭）“我在网上看到你
们准备拍卖的位于山前的某号房产，想
问下怎样参与竞拍呢？”日前，竞拍人张
某兴奋地向福鼎法院咨询。自 2015年 6
月，福鼎法院司法网拍正式进驻淘宝店
以来，司法拍卖工作室每天都会接到不
少类似的咨询电话。

2015年，该院成立司法拍卖工作室，

确立以淘宝网为平台的司法拍卖模式，将
逾期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财产全
部放至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
同时，该院借助官方微信定期公开网络司
法拍卖操作规程并实时更新拍卖标的物
的信息，以提升司法拍卖的透明度，最大
限度地实现执行债权。

该院顺应网络司法拍卖替代传统

拍卖的新趋势，不断创新措施，促进司
法拍卖“触网”，为公众创造良好的竞
拍环境，扩大竞拍机会，最大限度地降
低佣金及流拍率，取得初步成效。一年
来，该院共在淘宝网上“零佣金”拍卖
房产、车辆、机器设备等 47 件，成交 14
件，成交金额 1520.79 万元，节约佣金
38.02万元。

蕉城上调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每人每月4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486元

福鼎法院：司法拍卖“触网”见成效

蕉城一男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

急需A型血小板

我省首家农民互助
中心在福安成立

“问题”腻子粉致墙面掉粉
工商调解消费者获补偿

1月20日，民盟福建省委员会到霞浦县松港街
道江边村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活动。看望慰问当
地困难群众，给他们送去慰问金，民盟书画协会的艺
术家们现场义务书写春联、作画，省实验闽剧团的演
员们还为群众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

夏斌 颜晨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