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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5月 29日，国网福安市供电公司
提前启动高考保供电工作，组织用检
人员对宁德民中、福安一中、福安德艺
中学 3个高考考点进行走访，检查用
电设施及用电线路，为即将参加高考
的考生保驾护航。

据了解，此次检查将针对学校电
工持证情况、变压器负载情况、配电室
情况、是否配备 UBS 电源、自备电源
情况、应急预案准备情况、供电电源情
况及高考期间值班人员安排情况等进
行检查。期间，用检人员还将检查情
况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校方。

据悉，福安供电公司高度重视高
考保供电工作，为确保考试期间考点
等场所的安全可靠供电，福安供电公
司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取得联系，提
前了解考点、考场分布，分析考点供电
情况，以及对供电的特殊要求，周密部
署、科学安排，制订了中、高考保电方
案，从供电优质服务、电网运行维护、
应急抢修、应急管理、电网运行方式等
多个方面对保电措施进行细化。

此外，福安供电公司还组织人员
全面加强对相关的高压输电线路、10
千伏线路和变电站特巡防护工作，并
及时消除可能的缺陷，全力加强负荷
监测、合理调整变电站及线路的运行
方式。在高考期间，城区将不安排电
力施工作业，同时在每个考点，安排专
人驻点，成立“高考临时倒闸班”以应
对特殊情况的发生。 □ 梁荣

国网福安供电公司：

提前部署高考“保供电”

本合作社遗失公章，章文：周宁县
瑞满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声明作废。

周宁县瑞满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5月30日

本合作社遗失由福建省周宁县纯池
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证
号：J4038000333301。声明作废。

周宁县瑞满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5月30日

本合作社遗失 2016年 11月 14日由福建省周宁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350925MA2XRCLP9K。声明作废。

周宁县瑞满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宁德蕉城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030002115801。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浓妆艳抹化妆品店
2018年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宁德蕉城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030000838401。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美颜妆坊化妆品店
2018年5月30日

本公司因公章损坏，章文：厦门纵横集
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编码：
3522000004404。声明作废。

厦门纵横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本餐厅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3500146320，发票号码：10803967－
10803669。声明作废。

周宁县原生休闲餐厅
2018年5月30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5222919380218201043。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延书
2018年5月30日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酪酊酒庄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01153792，发
票代码：3500164320。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酪酊酒庄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号
110352225000253。声明作废。

挂失人：甘小松
2018年5月30日

郑剑辉、余晓臻夫妇遗失女儿郑
洁 霓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F350042477。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剑辉 余晓臻
2018年5月30日

卢加球、曾赛珍夫妇遗失儿子卢昌辉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M350330141。声
明作废。

挂失人:卢加球 曾赛珍
2018年5月30日

本合作社遗失 2015年 6月 30日由宁德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生产许可证
正本，证号：QS350914012184。声明作废。

福安市仙阁梁茶业专业合作社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霞房
权证松城字第20130897 。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文华 陈开兴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霞国用
2013第2239号 。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文华 陈开兴
2018年5月30日

本商行遗失 2016年 10月 21日由福建省福鼎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350982MA2XQ2Y98F。声明作废。

福鼎市魅伊阁服饰商行
2018年5月30日

本寺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霞浦长溪
支 行 开 户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4033000733301。声明作废。

霞浦古龙寺
2018年5月30日

本公司遗失闽 J27113车辆营运证，证号：
350982200101。声明作废。

福鼎开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3500164130，发票码：04884980。声明作废。

福安政旺兴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四小船员证，证
号：ZX-S1779。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孝辉
2018年5月30日

遗失
声明

本报讯（记者 郑舒）5月 29日，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电梯安全管理情况新闻发
布会，通报我市电梯安全使用状况及管理
整治工作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我
市使用登记在册在用电梯共7623台，近年
来电梯每年增长达 12%以上。随着我市
电梯安全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近年来全
市电梯没有发生亡人事故和较大社会影
响事件，全市电梯安全状况稳定向好。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层
建筑越来越多，近年来各类电梯的使用非
常普遍，全市电梯保有量不断增长。截至
今年 4月 30日，全市使用登记在册在用电
梯共 7623台，其中客梯 6662台、货梯 628
台、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310台、杂物电
梯23台。全市电梯数量区域分布不平衡，
其中东侨开发区、福鼎市、蕉城区电梯数

量位列全市前三，占比57%。
“去年，全市在用和新装电梯中，在一

次检验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电梯 488台，
判定为不合格的电梯157台。”市质监局副
局长蔡建卫介绍说，我市电梯在检验中发
现的主要问题有：井道及相关设备，如底
坑有渗水或积水，轿厢地坎与井道壁距离
超标等；机房及相关设备，如曳引机异响、
制动轮表面有油污等；轿厢与对重，如门
联锁失效、安全触板失效、紧急照明或报
警装置失效；安全钳联动试验失效等；未
配备持证安全管理人员等。

对此，我市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市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
件，组织召开电梯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联席会议、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监察部门联
席会议，并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政府安全

生产责任制体系中，确保全市电梯安全运
行。去年，全市完成电梯检验量 7506台，
共出动 985 人次监督检查电梯维保单位
62家次、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592家次，督
促使用维保单位自查自纠电梯3689台。

电梯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是一项关注度高的民生问
题。近年来，老旧电梯越来越多，全市使
用超过10年的电梯545台、超过15年的电
梯 69台。老旧电梯安全评估，根据《福建
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电梯使用年限达到15年时，电梯使用单位
应当委托特种设备检测机构依据相应安
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安全性能技术评估，
提出继续使用、修理、改造或者报废的意
见。所需费用按照规定从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中开支，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产

权所有者自筹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向当
地政府申请经费补助。对于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可按梯号为单位进行，按照《物权
法》第76条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本着业
主自愿、公开透明、充分协商的原则，经该
梯号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住户同意。通
过共同出资、提取住房公积金、使用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或其他符合规定的资金等
渠道筹措资金。

“下一步，市质监局将组织开展全市
电梯安全整治专项工作。”蔡建卫说，该局
将着力提升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水平
和电梯维保质量水平，破解老旧电梯评估
改造难题及“三无电梯”监管难题，全面推
进96196平台和电梯微信公众监督平台建
设，构建电梯安全监管长效机制，让人民
群众安全乘梯、放心乘梯。

我市电梯安全状况稳定向好
近年未发生亡人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

帆船队员在海上训练帆船队员在海上训练。。

在霞浦县长春镇海域，时常可以看
到许多帆船帆板在浪中穿行……很难想
象，操作帆船帆板的，竟是一群年龄不大
的孩子们——他们便是霞浦县帆船帆板
队的队员。

近日，记者走进霞浦县少体校帆船
帆板训练基地。正值 12 时许，烈日当
空，曝晒在阳光下，不多时记者便已汗流
浃背。队员们收拾完自己的碗筷，换上
训练服，调试帆船准备下海。

“如果天气好，我们差不多 12点半
下海，训练到下午 4点多。如果天气不
好，就在室内跑步跳绳，锻炼体能。”14
岁的队员肖湘湘告诉记者，她已经入队
4年了，和她一起训练的还有 22名队友，
除去比赛和特殊情况，他们几乎每天都
是如此。从她脸上的黝黑不难看出，日
常的训练有多艰苦。

为了感受帆船帆板运动的魅力，记
者也跟着快艇出海，近距离观看训练。
只见队员们时而操纵尾舵，时而调节船
帆，时而俯身跳至船身另一侧保持平
衡。海上复杂多变的情况，对队员的技
巧、反应、耐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尤其对
于年龄并不大的孩子而言，更是难上加

难。队员欧虹宏说，风大的时候，如果力
量不够，操作难度会大大增加。

教练王苏鸿告诉记者，帆船是一
项“看风使舵”的运动，与天气、风向、
水流都有密切关系，看起来有趣，实则
艰苦，常年在海上风吹浪打，还要时刻
面对未知的风险。而队员们大都才 10
几岁。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更快上手，王苏
鸿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如采取“老
带新”的方式，由老队员手把手帮助新队
员训练；根据孩子们不同的个性和条件
因材施教；定期举行测验赛，根据测验成
绩高低决定挑选器材的顺序，以此激励
队员进步……

“由于队员年龄较小，心理素质等方
面还不是很成熟，这时，教练不能仅限于
传授技巧，还要如家人一般，给他们更多
鼓励和支持，帮助他们各方面更好地成
长。”王苏鸿说，有些队员翻了一次船就
心生畏惧，下次操作帆船时就畏首畏尾，
这时，教练就要不断地鼓励队员，让他们
学会将挫折转化为经验，将压力转化为
动力。

霞浦县帆船帆板队成立于 2015年 8

月。王苏鸿和妻子连翠仙都是退役的帆
船帆板运动员，为了这项事业，夫妻俩一
起当教练。帆船帆板队成立之初，曾面
临一段很艰难的困境：经费不足，有的设
备简陋有的缺乏，甚至临比赛了，器材还
要向别人借；人手不足，教练身兼厨师、
保姆等数职，几乎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
为。“一开始我们只有 6条船，训练都要
分成 2批。后来，在各级有关部门和省
队的支持下，器材不断完善，才能保证正
常训练。”王苏鸿说。

艰苦的训练，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在2017年7月份省帆船帆板锦标赛
中，霞浦县帆船帆板队获得 4块个人金
牌、2块对赛金牌；男女团体各获得第二
名的好成绩。

目前帆船帆板队正在积极备战即将
到来的省运会，王苏鸿期待着队员们在
省运会上取得佳绩，也希望自己能为闽
东帆船帆板运动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 本报记者 郑雨桐 文/图

霞浦帆船帆板队：长风破浪会有时

备战省运会·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日前，周宁县“三联合”行动暨 2018 年“路政宣
传月”启动仪式在泗桥乡举行。宣传月推出了“路警
联合、边界联合、城乡联合”行动模式，解决路面执法
不能“越权”问题和边界路政执法不能“越线”问题。
同时成立了“‘田间人’路政宣传队”“路政义务宣传
骑行队”“红领巾路政宣传队”等宣传队伍，使路政宣
传月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图为“田间人”路政宣传队
进村入户宣传。 宋立忠 彭忠 摄

本报讯（记者 茹捷）昨日，记者从市公交公司
了解到，由于蕉城区八一五西路路段进行道路封闭
施工改造，6月 1日起，宁德市区公交线路 4路、6路、
21路走向将进行部分调整，直至该路段施工完毕。

根据调整方案，4路军分区至公交总站线路中，
原军分区、新佳坡步行街、继光花苑、莲峰桥、市林业
局、公交大楼、宁德商城、闽东大广场等站点，在道路
封闭施工期间调整为军分区、汽车北站、市医院（蕉
北院区）、宁德十中、南门兜、电影院、闽东大广场，其
余路段运行线路不变。6路火车站至公交总站线路
中，原南门兜、人民医院、阳光嘉园、鹤峰路南漈路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荷园新村等站点，在道路封闭
施工期间调整为南门兜、南漈路口、市建行、职业中
专学校、荷园新村，其余路段运行线路不变。21路
灵秀山庄至塔山线路中，原灵秀山庄、西岭路、石油
公司、市林业局、公交大楼、宁德商城、东湖市场等站
点，在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调整为灵秀山庄、西岭路、
石油公司、阳光嘉园、南漈路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职
业中专学校、市建行、南漈路口、南门兜、电影院、东
湖市场，其余路段运行线路不变。

下月起宁德市区公交线路
4路、6路、21路走向将调整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5月29日，记者从市环保
局获悉，2018年中高考进入冲刺阶段，为给广大考生
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根据省环境监察总队《关于开
展 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及关于开展中、高
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我市今年继
续开展“绿色护考”行动，5月22日至6月24日为噪声
严控期。遇到噪音干扰学生复习，家长可拨“12369”
环保举报热线电话，环保部门将开展查处。

按照“限噪令”，5月 22日至 6月 25日批准的夜
间连续施工时间不得超过 24小时，其中 6月 7日至 8
日、6月 22日至 24日考试期间，停止午、夜间施工噪
声审批（抢险、抢修除外）；距考点 500米范围内的建
筑工地、生产经营单位禁止产生噪声，机动车辆在考
点周围严禁鸣笛。对可能造成扰民和影响中、高考
的噪声源产生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整改，限期未完
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绿色护考”期间，各县（市、区）环保部门将根据
各地实际情况，对辖区内考点及居民集中区周边夜
间噪声情况进行摸排，制定今年中、高考噪声污染防
治方案，切实抓好中、高考噪声严控期间噪声控制与
监督检查工作。

同时，教育、公安、文化、工商、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等部门也将开展联合执法，中、高考噪声严控期
间，所有建筑施工工地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噪声防
控，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中心城区建筑施工噪声防
治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为主，环保部门配合。
各娱乐场所、酒店等生产经营单位边界、场界噪声不
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超标排放的应立即对噪音
源进行治理，保证达标排放。

此外，对于市中心城区等已将建筑工地施工噪
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权移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的，环保部门要引导群众向相关部门反映，并积极配
合查处违法行为。

市环保局发布
中高考“限噪令”

遇噪音干扰可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投诉

本报讯(彭忠 张铭) 2018年全国
田径大奖赛(重庆站)于 5月 22日至 24
日在重庆市涪陵奥体中心举行，周宁
县少体校培养输送的运动员汤星强作
为福建选手表现突出，以21.02秒的成
绩获得男子 200米第一名，以 10.50秒
的佳绩获得100米第三名。

据悉，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各地
近 1300 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
这是汤星强在 5月 15日至 18日全国
田径大奖赛（江苏站）包揽男子 100
米、200米冠军后，又一次创造佳绩。

汤星强在全国田径
大奖赛上连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