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B 2016年10月25日 编辑：梁辉约 美编：吴城鑫 校对：叶丽文 电话：2867811 传真：2823097 邮箱：mdrbms@QQ.com

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我还以为这事没人管了，谢谢你们
为我做主！”崔阿姨激动地说道。

10 月 20 日早上，市交通执法支队直
属大队的执法人员准备出去路检，还没
出单位大门就被一位老阿姨拦了下来。
老阿姨眼眶泛红，情绪激动，说她乘坐出
租车时遭到司机辱骂，要来讨个说法。
执法人员将她带到单位接待室，递上热
茶，请她坐下慢慢说。原来，这位崔阿姨

于 19 日 11 时 30 分左右到蕉城四小接孙
子放学回家，返程时乘坐车牌为闽 JT9**
7 的出租车前往鹤山路东二弄附近。路
上双方因为琐事发生争执，司机用脏话
对其进行辱骂，而车上还有她的孙子和
他的 3名同学。

根据崔阿姨提供的信息，执法人员
迅速锁定了当事出租车驾驶员，要求其
所属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及其本人

到大队说明情况。经调查，除了存在司
机辱骂乘客的问题，该出租车还存在所
配置的服务监督卡上有关信息与实际
不一致等情况。执法人员责令司机作
出书面检讨，并要求该公司对相关问题
进行整改。“作为服务行业，你们代表了
一个城市的形象，不仅要做到文明经
营，还要做到诚信经营。”执法人员严肃
地说道。经过批评教育，当事司机向崔

阿姨道歉，取得了她的谅解。
□ 张志鸿

老妇打车遭辱骂 交通执法“讨说法” 秋天应该如何养肺
在中医理论中，肺与秋季相对应，而气燥伤肺，

肺气虚则机体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容易引起
疾病。因此，秋季要以润燥、养阴、润肺入手养生。

秋季养肺的最佳时间：上午7-9点
每天上午的 7-9点，是人体肺功能最强之时，是

一天之中的最佳养肺时间。这时最好能进行一些慢
跑、快走等有氧运动，有利于强健肺部功能。另外，每
晚的 9-11点是肺功能最弱之时，可以在晚餐后口腔
中含一片梨，到睡前刷牙时吐掉，有滋养肺之用。

秋季养肺最简单的方法：来杯热水
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水，直接对着吸入水蒸气，

每次10分钟左右，早晚各1次，可以滋润肺脏。平时
要多注意喝温水，由于气候干燥，要比其他季节多喝
500ml左右的水，避免因空气干燥而引起不适感，保
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

饮食养肺
饮食养肺应多吃乌骨鸡、猪肺、燕窝、银耳、蜂

蜜、芝麻、豆浆、藕、核桃、薏苡仁、花生、鸭蛋、梨等。
这些食物与其他有益食物或中药搭配功效更佳。

中医认为秋气与人体的肺脏相通，如肺气太强，
容易口干舌燥、干咳、喉咙痛；而肺气虚则会伤及元
气，令多种疾患接踵而来。养肺除了以上这些方法，
还要注意忌伤感悲忧，宜多看些喜剧片让笑口常
开。中医认
为 常 笑 宣
肺，还可锻
炼人的肺活
量。
□ 市科协

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缪玉莲诉你方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闽0902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林庆辉：
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取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蕉民初字第 621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陈冬燕：
本院受理原告陈少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蕉民初字第 3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取消停电通告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

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
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
者涉及用电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
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6-10-28 06:00-19:00,线路名称:10kV象礁支线#003杆至
末端,停电范围:东部炉下育苗场(专)、金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专)、陈增宜育苗场
(专)、旺顺育苗场(专)、三都镇人民政府(专),工作内容:配网检修（停电取消）。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微信（微信号 sgcc-fj），
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6年10月25日

公告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洪敏
毅）昨日，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今年第
三季度，全市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
系统共接到市民各类诉求电话5737件，其
中受理有效投诉 737件，已办结 691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34.69万元。数据
显 示 ，与 2015 年 同 期 相 比 ，第 三 季 度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系统登记总
量、投诉量、举报量及咨询量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40.48%、6.66% 、
8.13%、48.53%。

家用汽车投诉同比增长121%

从消费投诉举报类别来看，涉及商品
类 439件，占比 52.14%。家用电器、服装
鞋帽等投诉举报与往年基本持平，依然是
消费者关注热点之一，分别为 54件（占比

12.30%）、52件（占比 11.85%），排在商品
类投诉举报第一位和第三位。

交通工具特别是家用汽车类投诉举
报增长势头不减，连续三年保持增长，第
三季度共受理 53件，同比增长 121%，居商
品类投诉举报第二位。投诉问题主要集
中在售后服务问题（占 58.49%）、合同问题

（占 9.43％）和质量问题（占 9.43％）等方
面。其中，反映订金和定金问题最为突
出，主要是反映商家承诺可以无理由退还
订（定）金却不退，商家事先约定的汽车贷
款额度无法兑现、消费者要求退还订（定）
金遭到拒绝，商家无法按时提供汽车却不
退订（定）金等。

8月 21日，市民刘先生在东侨一汽大
众 4S 店购买了一部家用汽车，交付定金
5000元，合同约定如商家违约即退定金或
者换车型。后商家表示不能按合同的价

格提车且不予退还定金，刘先生遂拨打
12315电话投诉。经东侨工商局 12315工
作人员核实了解，刘先生反映情况基本
属实，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商家退还了
定金。

服务类投诉电信服务居首

数据显示，涉及服务类403件，占投诉
举报总量的 47.86%。第三季度服务类的
投诉举报热点与2015年同期对比，涉及行
业类型基本保持一致，排在第一位的依然
是电信服务类，共127件，占比31.51%。

据 12315 工作人员介绍，宁德市民
阮先生 9 月 8 日拨打 12315 电话投诉，表
示 其 多 次 向 10000 反 映 号 码 为
1815020****的手机，被收取 ITV 费用 38
元，连续收了两个月，电信公司表示可

以退还费用，但半个多月了还没处理，
遂求助于 12315。接诉后，蕉城区 12315
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商家和消费者进行调
解，最终电信公司及时退还 76 元费用，
消费者表示满意。

其他行业类型在数量上有不同程度
的增减，增幅较大的前三位分别是公共事
业 16件，增长 220%；美容美发洗浴 30件，
增长 87.5%；文化娱乐体育 19 件，增长
46.15%。降幅较大的前两位分别是销售
服务 13 件，降幅为 262%；互联网服务 25
件，降幅为156%。

此外，8月 15日起，12315指挥中心认
真履行“放心游福建”旅游服务承诺，切实
做好旅游投诉“一口受理”，第三季度接到
5件旅游投诉，涉及太姥山景区 2件，白水
洋、白云山、鸳鸯溪景区各 1件，目前已全
部办结。

市12315第三季度数据分析报告出炉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4.69万元

本报讯（本报记者 文/图）
10月 24日 9时，省道 304线古
田横坑村路段实现双向通车。

据了解，省道 304线连接
着古田与宁德，是古田经济
发展的生命线。“为使横坑村
路段早日通车，我们取消双
休日，国庆假期也在岗。”市
公路局古田分局工程股陈思
明介绍说，“9000立方米的塌
方 在 一 个 月 时 间 里 完 成 修
复，可以说，横坑路段能顺
利完成通车是工人们加班加
出来的。”在人员、时间得到
保障的同时，古田分局科学
谋划，在片石砼挡墙掺早强
剂，缩短水泥混凝土凝结时
间 。 经 过 一 个 月 “ 白 加
黑”“5+2”的施工，10 月 17
日，横坑村塌方路段实现单
向通行。

省道304线古田横坑村恢复双向通行

公路施工人员正在清除路障公路施工人员正在清除路障。。

本报讯（本报记者） 10月 18日，寿宁
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涉嫌
故意伤害一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公开审查，
据了解，这是我市检察机关办理羁押必要
性审查权限归口监所检察科后，首例到案
发地开展公开审查的案件。当天邀请了
看守所、案发地平溪镇派出所、司法所以
及犯罪嫌疑人家属代表、受害人家属代
表、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政府代
表、村“两委”干部等12人参与公开审查。

2016年 6月 18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的妻子黄某金因病去世，家人在寿宁县平
溪镇南溪村“举桥头”山上挖掘了一墓穴
准备存放黄某金的骨灰。同月 23日早晨
6时许，李某某发现已挖好的墓穴被破坏，
自认为是同村村民李某山所为，顿生歹

念，便说要将黄某金尸体放到李某山家，
并取来一把杀猪刀扬言要砍李某山。

同时李某某的胞弟李某已、儿子李某
炜也各持刀具，与李某某一起将安放黄某
金尸体的冰棺推到李某山家门口，遭到李
某山母亲吴某花的阻拦。李某山在家门
口与李某某、李某已等人理论，遭到李某
某、李某已等人的围殴砍击，受伤后被带
离现场。李某某等人弃下安放黄某金尸
体的冰棺顾自离去。当日中午，在公安民
警及村干部的劝说下，安放黄某金尸体的
冰棺被推回李某某家中。经寿宁县公安
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李某山目前损伤属轻
伤二级。

李某某于 2016年 8月 19日主动向寿
宁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于次日被寿宁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9月 18日提请寿宁县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9月 23日寿宁县人民检
察院对李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李某
某关押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和在押人员
行为规范，未同其他在押人员拉帮结派、欺
压凌辱他人、强索他人财物现象。所以，检
察院启动了对李某某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公开审查会上，平溪镇派出所首先介
绍了案情及案发后的调解过程；双方当事
人家属相继发表了意见；县看守所介绍了
李某某关押期间的表现情况；村“两委”干
部及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政府代表
也各自发表了意见，各方认为犯罪嫌疑人
李某某系初犯，且犯罪后主动投案，认罪
悔罪，社会危害较小，积极配合办案部门
查清案件事实，其家属与受害人家属之间

就赔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取得了受害人
家属的谅解，对李某某无继续羁押必要，
建议对李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

此次羁押必要性公开审查是该院首
次以公开方式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一
次有益尝试，既是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的贯彻落实，又是通过公开审查落实检
务公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进
一步促使双方达成彻底和解协议，使恢复
性司法理念得到落实，消除社会上关于不
关押也是无罪的错误认识。

10 月 19 日，寿宁县人民检察院根据
公开审查意见并研究，决定向寿宁县公安
局发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次日，办
案机关采纳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对犯罪嫌
疑人李某某执行取保候审。

寿宁检察院:首次以公开方式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缪星） 昨
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近日对外发布全省第三
季度终身禁驾名单，87人“上榜”，
我市 2人被终身禁驾。据市交警支队
工作人员介绍，两位被终身禁驾的市
民均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的，但案发地都不在宁德。

据悉，这批被终身禁驾的人员当
中，18 人是因为驾驶人饮酒后或者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
成犯罪被终身禁驾，69 人则是因为
驾驶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逃
逸被终身禁驾。30周岁以下 （含 30
周岁） 的驾驶人有 30人，其中 15人
为“90后”，而年龄最小的 3人只有
23周岁。

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我市两人被列入
终身禁驾名单

本报讯（记者 郑成辉）经历了近一周的阴雨
天，上周末阳光短暂回归后，昨日受冷空气影响，全
市又出现降温降水。10月 24日，记者从市气象部门
获悉，25日起副高强势回归，气温又将升高到 30℃
左右，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高温不会持续太
久，28日夜里开始，新一波冷空气来袭，气温又将明
显下降，降温幅度可能达 8℃左右，周末两天局部有
阵雨。

据市气象台预计，10月 25日，全市阴到多云，夜
晨局部阵雨，沿海东北风 4-5级；屏南、寿宁、周宁、
柘荣等地最高气温为 24℃至 26℃之间，最低气温为
18℃左右；蕉城、古田、福安、福鼎、霞浦等地最高气
温为 28℃至 31℃之间，最低气温为 21℃至 22℃之
间。10月 26日，全市多云，沿海东北风 4-5级。10
月 27日，全市多云，沿海东北风 4-5级。10月 28日，
全市多云；29日至 30日，全市多云转阵雨，气温明显
下降，沿海有 8-10级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季节交
替之时，早晚温差大，特别是老人小孩要注意及时增
减衣物，以免受寒感冒，同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增强
抵抗力；29日起有较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市，各地
气温明显下降，要注意防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环东湖慢行道北岸木栈道建成后，湖光山色、白
鹭翩翩、碧树亭台相映成趣，立即成了市民观光、亲
水、休闲的天堂。“栈道经济”也应运而生——兜售各
种风味小吃的小摊小贩闻风而动、聚集于此（图①）。

绿净不可唾。记者观察到，绝大多数游客文明
出游，自觉把烟蒂、果皮，塑料瓶、塑料袋等投入到设
置在栈道上的垃圾箱中，可也有少数人边吃边扔，或
将生活垃圾搁置木栏杆上（图②），或干脆把杂物抛
入秀美的湖中。

更有不自觉者公然在“禁止垂钓”的宣传牌下垂
钓、撒网捕鱼。 本报记者 摄

文明出游 善待山水

①①

②②

未来几天我市多云为主
周末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