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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宁德市美发美容协会由于各

种原因，长期停止一切活动，现决
定注销宁德市美发美容协会，已成
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七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向
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及办理债权登
记手续。

联系人：张兴信
联系电话：0593-2822517
宁德市美发美容协会清算组

2016年10月25日

清算公告
宁德市烹饪协会由于各种

原因，长期停止一切活动，现决
定注销宁德市烹饪协会，已成立
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七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向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张兴信
联系电话：0593-2822517

宁德市烹饪协会清算组
2016年10月25日

本店遗失福建省宁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011年电脑版），发票代码：
235091502210，发票号码：00471889—00471900，声明作废。

福鼎市宏光宾馆
2016年10月25日

本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3500062650，发票号码：2040715、
2040917—2040931、2040721—2040728、2040990—2040995，声明作废。

周宁县星源商贸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5日

本公司遗失 2013 年 12 月 3 日由宁德市地方税务局闽东华侨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350998084301379号，声明作废。

常德市中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6年10月25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宁德市永康

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9 日的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
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龚盛 联系电话：18905939395
联系地址：蕉城区阳光公寓2号楼201室

宁德市永康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龚盛 副组长：喻捷武

2016年10月25日

遗失
声明

陈美钰：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省唐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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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平仔、林碧莲：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省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闽0902民初1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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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派仁、阮嫩平：
本院受理原告杨定贵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对你们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其中原告要求你们共同偿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 点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周华国、许春金：
本院受理原告赵玉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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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蕉民初字第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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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屹：
本院受理原告吴晓凌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取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年1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王奇勇、雷林颍、颜广容、李安岳、蒋信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蕉城支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因对你
们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林春：
本院受理原告陈细钰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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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仁：
本院受理原告蒋国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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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上接A1版）
庄里村人多田少，靠种地很难脱贫，周炳

耀动员乡亲种香菇、银耳。古田是全国著名
的食用菌之乡，过去没人牵头，村里种菌者寥
寥，周炳耀是其中之一。

“我去年就种了一万筒，挣不少呢，你做
吧，我教你，做不好我帮你出钱。”周炳耀挨家
挨户做工作。

村民刘长钟外出打工，两手空空回乡。
周炳耀借给他 3 万元建起了菇棚。从搭棚，
到播种、灭菌、采收，直到销售，周炳耀提供

“一站式”帮助。刘长钟当年投产两万个菇
筒，挣了6万多元。

而今，全村 124 户人家，近 80 户种上了香
菇、银耳。2009 年周炳耀上任时全村人均收
入只有 3480 元，2015 年达到 1.28 万余元，超
过了全乡人均收入，村民渐渐脱贫。贫穷落
后的庄里村，挂上了“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

“文明村”的牌匾。
“没钱的家难当！”周炳耀的搭档、村委会

主任刘长务说，庄里村没有村办企业，集体收
入为零，办事很难。

由于村内道路狭窄，大货车进不来，影响
到商家进村收购香菇。扩路、修路迫在眉
睫。2014 年下半年，周炳耀一次次带着村干
部到县里跑项目，筹资金。最后还差钱，他只
有把为儿子办婚事的3万元垫了进去。

村里每做一个公共项目，几乎都是周炳
耀发动村干部先垫钱，他从来是第一个掏，而
且掏得最多。修自来水工程，为了省钱，他带
着村干部去 10 公里外的水源地挖沟埋管。
他从不等靠要，只想赶紧把事做起来，让村民
受益。

“集体的钱，他一分都不舍得花。去县里
跑项目、要经费，油费路费都自己掏，从来没
有误工补贴，吃的是一碗青草汤加米饭……”
刘长务回忆。

周炳耀走后，农信社信贷员上门了，所有
人、包括他的家人才知道，他欠下了 6 万元贷
款。

“他是宁可割自己的肉，也要省公家的
米。”刘长务说。

“党员就是党的人，一定要听党的话、跟
党走。”周炳耀说。在他心里，听党的话，就是
为老百姓做事，帮老百姓脱贫，这是他的使
命。

“全职”书记——

“照顾的是全村”

“永远都是带着笑容，说话和和气气”“从
来没见过他生气”“谁找他办事都不会拒
绝”……村民们描述周炳耀。

张巧明不止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每次都
泪流不止。

2014 年农历 6 月，她出生 4 个月的女儿
因 肺 炎 高 烧 不 止 ，半 夜 一 点 多 找 到 周 炳
耀。周炳耀二话不说从床上爬起，开车将
母女俩送到古田县医院，处置不了，又驱车
3 个多小时直奔福州省妇幼保健医院，到了
后帮助挂号，安排住院，并垫上几千元医药
费……

“等安排好了，天都亮了。”张巧明说。
其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孩子病情多次出

现反复，周炳耀送福州就有七八次之多。
“送到福州后，他都会说，出院时告诉一

声，我来接你们。给他汽油钱，从来不收
……”

还有一次，张巧明家的花菇筒坏了，修好
后送回来已是晚上 9 点。她家菇棚在山上，
丈夫有病，正愁怎么把成千的菇筒弄上山时，
周炳耀看见了，赶紧叫来村主任，摸黑帮着一
担一担地挑到了山上。

“一担一百多斤重，何况他本身腰不好，

有时痛得下不了床。挑完后，我在家里煮了
花生汤给他们喝，他们没吃就回去了……”

“他照顾的不是我们一家，是全村。”
村里外出务工人员交医保社保都找到周

炳耀，他不厌其烦地一年年、一次次帮忙代
办，一些留守家庭的电费也由他代交；

冬天，村民家水管、水表冻裂，他无偿帮
助修理、更换，连材料钱都不收；

为了让村里 70 多位老人不孤独，他发动
村两委垫资建起老人文化活动中心，逢年过
节，备好礼物、慰问金去看望；

每到下雨天，或是周末，他提前开车到 3
公里开外的乡中心小学，把村里的孩子安全
接回家；

种香菇、银耳最忙时节，为了不误季，让
大伙省下雇工费，他组织全村人轮流帮工，他
一家一家地去帮；

……
2011年，周炳耀用 2万 8千元买了一辆二

手比亚迪，这台小车成了全村的“公务车”“救
护车”“校车”，跟当年的那台农用三轮车一
样，他成了全村人的司机。

“村里没钱，做事难，我们理解，没人责
怪。修路时，我老公和邻居家老人都自发地
帮忙修地基，大家很团结，有力出力。”张巧明
说。

远在安徽合肥打工的刘长锋，千里迢迢
赶回家乡送别周炳耀。

“他每次路过我家，都会进去坐坐，问我
父亲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还经常用微信告
诉我家里的情况，让我放心。每次回家，行李
多，打摩的不方便，他知道了都会来接。有一
次 我 自 己 回 来 的 ，他 说 ，为 什 么 没 叫
我？……”

这份贴心，深入骨髓、血肉相连；这份亲
情，温暖全村、凝聚人心。

连续三届，他当选村支部书记。

誓言无声——
“我的责任，必须要去”

周炳耀住的房子位于溪畔，是在外打工
的哥哥周炳铨多年前盖的。周炳耀一家一直
住在透风漏雨的土坯老屋里，周炳铨看不下
去，将房子半卖半送地给了弟弟。住了 7 年，
楼上还没装修；楼顶天台漏水了，一直撂着。
因为没钱，也没时间。

周炳耀的妻子刘冬菊患脑垂体失调症，
体弱多病，基本失去劳动能力。忙完村里，周
炳耀得回家做饭、做家务，打理自家的菇棚，
还得挤时间打工，替人家安装彩钢瓦……周
炳耀一直是兼职村支书，每月工资 1200 元，
家庭压力大于常人。

周炳耀走后，沉浸在悲痛中的家人，回忆
起周炳耀，都是美好和温馨。

“和他结婚 20 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争
吵和埋怨，一直是他照顾我，晚上给我刮痧。
去年 10 月，他腰椎间盘突出，痛得直叫，一个
礼拜都出不去，我帮他揉。”刘冬菊说。

“每次回来，爸爸什么家务都不让我干，
连碗都不让我洗，说你在婆家辛苦，回来就好
好歇着。”女儿周巧烂上次回家时，用手机悄
悄录了一段父亲洗碗的背影，这是她记忆中
父亲最后的形象。

“三、四年前，秋天天冷了，矿上活多，忙
不过来，他就跑到辽宁帮我拉石头，干了整整
一个月。这是我爸最后一次出远门。”儿子痛
忆。

让周炳耀最不安的事是因为没钱，垫给
村里的钱一直报不回来，儿子领证多年，孙女
都出生了，没有补办婚礼，觉得对不住孩子。
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带妻子坐坐动车和飞机，
去厦门看看，因为她最远只到过宁德……

“他平时很省，出门口袋里会装几百块

钱，人家有需要就掏给别人。心里只装着村
里，在家里吃饭，常常吃到一半就放下碗筷走
了，因为总有人找他办事。”刘冬菊说，“我们
都理解他，不会埋怨。”

9 月 14 日晚，子女打来电话问候即将到
来的中秋节，这是他们与父亲最后的通话。

几个小时后，15 日凌晨，超强台风“莫兰
蒂”登陆，狂风暴雨袭击庄里村。

早上5点多，周炳耀提前起床，穿上雨衣，
在如注大雨中与村支委一起，一处一处巡查，
一家一家叮嘱。周炳耀办事认真仔细，按照上
级防汛抗台工作会议精神，预案、部署、排查、
转移……该做的做了好几遍，他仍不放心。

窄窄的庄里溪，成了暴雨唯一出口，溪水
夹着泥沙和各种杂物狂泻而下。涌至村中一
桥洞，杂物堵塞，溪水陡然暴涨，越过桥面近 1
米，危及附近7户土木结构房子。周炳耀见状
迅即趟过去，狠命拔走堵塞桥洞的竹竿。竹竿
松动了，疏通的水流瞬间加速，眨眼间，“气旋”
般地将周炳耀强力拽入、吞噬、卷走……

这一幕，快得没法反应，没有任何声音！
妻子刘冬菊的心里，一直回放着与丈夫

分别时的最后对话——
“雨那么大，我跟他说，不要出去了。他

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是我的责任，必须要去。”
石板桥跨过小溪，溪水早已回落，一切归

于平静……记者寻至周炳耀殉职处。其时，
距离那一天过去半个月。

庄里溪水挟着台风过后的枝叶，流过石
板之下的桥洞，流下山脚。循着溪流眺望远
山，无声而壮烈的一幕恍若眼前，村民们对周
炳耀最后发出的呼唤重现耳畔。

一声声呼唤，发自肺腑，迴响天地，震撼
人心。

这一刻，让生命永恒。
□ 新华社记者 廖翊 黄鹏飞
（新华社福州10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记者 韩
洁 申铖）近期个税改革再度成为热点，针
对有观点称“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定为高
收入群体，要加税”，多位熟知个税改革的
财税专家24日对新华社记者回应说，这一
观点是误读，纯属谣言，12 万元不是划分
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万甫说，被热炒的“年所得 12 万元”概
念实际出自我国实施 10 年的个税纳税

人自行申报制度。2005 年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得税的意见，我国
建立了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
行纳税申报制度，12 万元只是 2006 年起
自行申报的收入界限，在当时也不是划
分高低收入的标准，今后也难以成为高
低收入人群划分的标准。有关媒体“年
所得 12 万元是高收入者”或“对年薪 12
万元的纳税人要加税”的说法是一种推
演和误传。

长期跟踪个税改革的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钢说，在中低收入和
高收入的划分上，国际上及我国均没有
法律确定的标准，税法上也从没有确定
过高收入的标准。“我国不同人群和不
同地区收入存在差距，高收入群体和低
收入群体只是相对概念，不是绝对概
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说，此次舆论热点凸显社会公众对个税

改革的关注和期盼。个税改革方向已经
很明确，即要健全个人所得税体系，建立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通过税
制设计，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进一步
平衡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水平，适
当加大对高收入者征税力度。个税改革
社会敏感度高，改革关键要形成社会最
大公约数，坚持“开门立法”，制定大多数
人能接受的方案，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税
法的遵从度。

“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高收入人群”纯属谣言

新华社西安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姜辰蓉） 24 日 14 时许，
陕西省府谷县新民镇发生一起爆
炸事件。目前已造成 7人死亡 94
人住院。

记者从府谷县政府了解到，
当天 14 时许，府谷县新民镇一
居民院落的临时建筑彩钢房发生
爆炸，波及旁边建筑受损。截至
19 时 40 分，爆炸事故已致 7 人
死亡，94 人住院 （其中重症手
术 4 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搜
救仍在进行。

陕西府谷爆炸事件
已造成 7 人死亡

94 人住院

◀这是 10 月 24 日拍摄的事
故现场。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查
文晔）针对台湾有关方面日前对香港
特区个别候任议员资格问题说三道四，
且有关候任议员还赴台与“台独”势力
勾连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4 日
应询表示，我们对此高度关注。我们坚
决反对台湾当局插手干扰香港实施“一
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行。

安峰山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
和基本法办事，获得香港各界和国际
社会的高度肯定。

安峰山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
局插手干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行。岛内顽固“台独”
分子与“港独”分子勾结，妄图分裂国家，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反对，更不会得逞。

国台办：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干扰
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毛伟豪）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 24日在京发布《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
治指南（2016 年修订版）》，从生活方式干预、控制危
险因素和规范诊疗入手，指导医护人员和公众提高
对血脂异常防治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水平。据
测算，2012 年我国血脂异常患者约 4.3 亿人，冠心病
死亡率以每十年30％的增幅上升。

依据国人长期队列研究流行病学数据和临床循证
研究进展，新修订的指南对人群的心血管病危险分层做
了重大更新，对缺血性心血管病极高危人群提出更严格
的控制目标。指南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提出通过定时血脂检测，早期发现高胆固醇患者，从生
活方式干预、控制危险因素和规范诊疗入手，努力提高
人群血脂异常防治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水平。

定期检查血脂是防治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指
南建议 20 岁至 40 岁成年人至少每 5 年测量一次血
脂，40 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女性每年检测血脂，
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病患者及其高危人群每 3 至 6
个月检测血脂。

采取健康生活方式是防治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
硬化性血管疾病的基本策略。指南提出良好的生活
方式包括坚持心脏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远离烟草和
保持理想体重，建议血脂正常者每日饮食应包含 25
至 40 克以谷类、薯类为主的膳食纤维，摄入胆固醇
应小于300mg。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我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达 40.4％，较 2002 年的
患病率水平出现大幅度增加，呈现为国民血脂异常
的普遍暴露状态，且成人血脂异常患者的知晓率和
治疗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对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工作
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血脂异常与心血管病发病增加关系密切。心血
管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严重消
耗医疗和社会资源，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疾病
负担。血脂异常（主要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心血管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国内外研究和临床实践证明，预
防和控制血脂异常，降低人群胆固醇水平，可明显减
少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事件和心血管死亡，显著改
善心血管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有效降低疾病负担。

我国血脂异常患者约4.3亿人
新修订防治指南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