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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文福）近日，一名冒充
台湾老板以帮忙资助的名义诈骗受害
人夏某现金 6 万元的刑拘在逃犯罪嫌
疑人杨某，在福安落网。

据悉，3 月 15 日凌晨 0 时 30 分
许，福安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协助蕉
城公安分局民警在福安闽东世纪城小
区某号楼某室，抓获 1 名涉嫌诈骗的
刑拘在逃人员杨某。

据了解，现年 63 岁的犯罪嫌疑人
杨某，系柘荣县人，2019 年 1 月 18 日，
杨某为筹集日常生活开支，伙同其朋
友在泰顺县罗阳镇冒充台湾老板以帮
忙资助的名义诈骗受害人夏某现金 6
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移交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连日来，柘荣县黄柏乡组织应急管理队和青年
志愿者等组成巡查小队，对辖区各村内治安隐患薄
弱点，进行夜间巡逻巡查。

据悉，此次夜巡清查采取步巡和车巡形式相结
合，主要是针对各村存在的治安隐患和道路安全问
题，在巡查过程中大力宣传酒驾醉驾以及报废车辆
上路等危害，并对辖区内的店铺、过往车辆进行详细
清查。人防、物防、技防相互配合，有效减少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让群众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 刘明也

柘荣黄柏：

开 展 夜 间 巡 查
确保村居安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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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上海青

空心菜

韭菜

大白菜

花 菜

蒜苔

菠菜

茄子

芹菜

青椒

西红柿

黄瓜

土豆

春菜

圆白菜

胡萝卜

海蛎

猪瘦肉

肋条肉

排 骨

鲜牛肉

鸡 蛋

鸭 蛋

苹 果

香 蕉
火龙果

规格、型号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不做水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完整

新鲜完整

新鲜

新鲜

新鲜

福永兴

3.98

5.98

5.98

0.98

3.98

6.98

4.98

4.98

4.98

5.98

3.98

4.98

2.58

3.58

1.58

1.58

15.80

12.98

12.98

22.90

41.88

4.58

5.98

5.98

2.58
2.98

新华都

3.28

6.98

1.58

6.98

7.98

5.58

3.98

6.98

4.98

3.88

3.98

2.38

3.98

1.58

1.98

13.98

13.80

17.98

47.80

4.28

6.98

8.68

3.98
6.98

东湖市场

3.50

4.00

4.00

2.00

3.50

6.00

4.00

4.00

6.00

6.00

4.50

5.00

2.50

3.50

2.00

4.00

25.00

13.00

13.00

20.00

40.00

4.50

5.50

5.00

2.50
6.00

蕉南市场

4.00

8.00

5.00

2.00

5.00

7.00

5.00

6.00

5.00

5.00

5.00

5.00

3.00

5.00

2.50

3.00

20.00

12.00

12.00

20.00

43.00

4.20

5.30

6.00

3.00
6.00

署前市场

3.50

6.00

6.00

2.00

4.50

7.00

5.00

5.00

6.00

6.00

4.50

4.50

3.00

4.00

3.00

3.00

25.00

13.00

13.00

22.00

45.00

5.00

5.50

6.00

3.00
6.00

蕉北市场

3.50

9.50

6.00

1.50

4.50

7.00

3.50

6.00

6.00

6.00

4.50

5.00

2.50

3.50

2.50

3.00

20.00

14.00

14.00

22.00

45.00

5.00

5.50

6.00

3.00
6.00

陈延喜：
本院受理原告杨起唐与被告陈延喜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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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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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陈延喜：
本院受理原告吴步锦与被告陈延喜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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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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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公

告

公告
根据 2019 年 1 月 15 日《闽东日报》第 7 版遗

失声明启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
拟对权利人：寿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寿宁县
供销车队）补发不动产权证，原房产证号:寿政房
字第 0703 号。如有异议，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 向 我 单 位 提 出 。 联 系 电 话 ：
0593-5580626。

寿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3月21日

本商行遗失 2014 年 6 月 25
日由福建省周宁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350925600069793。声明
作废。

周宁县云腾电子商行
2019年3月21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注册
号码：闽财[2015]票字第 36 号，票
据 号 码 ：00628255-00628275。
声明作废。

柘荣县民政局工会委员会
2019年3月21日

遗失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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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8 06:30-18:
00,线路名称:漳湾 220kV 变电站 10kV 仓西 I
线 925 间隔至 10kV 雷东Ⅰ线 971 线环网柜
雷东 I 线 903 间隔；10kV 雷东Ⅰ线 971 线环
网柜备用 902 间隔；10kV 雷东 I 线 971 线#
023A 杆至#027 杆；漳湾 220kV 变电站 10kV
仓 西 II 线 926 间 隔 至 增 坂 110kV 变 电 站
10kV 物流园 II 线 923 间隔；10kV 雷东Ⅱ线
972 线#024 杆至#027 杆,停电范围:留屿村强
力管桩宁德有限公司 (专)、澳里村王初本
(专)、漳湾高速口左侧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专)、工业园区幸福佳园宝利亚

工贸有限公司(专)、澳里村、漳湾镇仓西村留
屿村、疏港公路 15 号福建仙洋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专)、留屿村福宁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专)、仓西村宁德高速北收费站南侧中交
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专)、漳湾镇仓西
村下仓村、留屿村丰华建材有限公司(专)、漳
湾村漳湾高速口左侧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专)、漳湾镇仓西村、宁德思客琦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计 划 停 电 时 间:2019-03-29 07:00-17:
00,线路名称:10kV 小石分线#004 杆至末端
杆；10kV 洪口线 007 线#056A 杆至 10kV 凤
桥 B 变分线末端杆；10kV 霍童 II 线 008 线#
082-1 杆凤桥 B 变（GE123）变,停电范围:百
井村圣艺矿业有限公司(专)、东岗村、霍童镇
东岭村、霍童镇凤桥村、霍童东山寺、霍童镇
小石村、霍童镇东岭村百井村、凤桥村陈志
雄(专)、小石村中国人民解放军 92126 部队
16 分队(专)、霍童镇小石村中洋自然村,工作
内容:配网检修。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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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1日

停电通告

本报讯（吴宁宁）我市将有更多低收
入者有望实现“安居梦”。记者昨日从市
住建局获悉，根据计划，今年我市376套棚
户区改造任务将按时开工建设，同时加快
推进市本级金涵三期限价房及贝头小区
的建设。

据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介
绍，今年我市将继续签订棚户区改造年

度目标责任状，实行“一月一通报一排
名”和不定期巡查、重点督促检查，强化
组织实施，推进全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
任务 376 套住房按时开工建设，同时加快
推进市本级金涵三期限价房及贝头小区
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将转变公租
房保障方式，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考虑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进
城落户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需要，进一
步扩大申请范围，确保剩余保障房全部分
配到户。在公租房实物分配完成的县

（市），推行出台公租房货币补贴政策，提
高住房保障覆盖率。

住房保障科负责人还表示，我市将
加强保障房分配后管理工作。完善有关

政策规定，拟定有效的退出机制和管理
机制，完善公租房维修费用提取机制，
强化社区和物业机构共管机制。同时
落实市本级保障房小区管理用房的建
设 和 管 理 力 量 的 加 强 ，逐步实现规范
化、合理化管理。

据悉，截至 2018 年底，全市累计开工
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达6.17万套。

今年全市将改造棚户区住房376套

本报讯（记者 郑雨桐 赵巧红）“让
大爱走遍宁川大地，走遍五湖四海。我
们想对您说：您，并没有远去……”3月 20
日，宁德师范学院医学院（闽东卫校）福
安校区礼堂里，传来学生们饱含深情的
朗诵声。王华秋塑化标本揭幕仪式暨帮
困助学捐款活动在这里举行。

当日，在宁德师范学院医学院（闽东卫
校）生命科学馆，随着红布缓缓落下，王华
秋的遗愿在他亲属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得
以实现——他的遗体运用最新技术制作成
塑化标本，用于医学教学研究。据了解，这
也是闽东首例遗体塑化标本捐赠。

王华秋，1934年出生于北京，1949年
随南下服务团来到宁德工作，离休前曾
担任宁德地区少体校校长，从风华正茂
到鬓染风霜，扎根闽东大地 65 载。他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时刻践行志愿者精神，
离休后组织“晚晴”志愿服务队，深入闽
东大、中、小学义务宣讲红色故事，多年
来扶持和资助 1000多名家庭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他先后被授予“全国百名优秀志
愿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2016 年 11 月 23 日下午，王华秋
为蕉城五小的孩子们宣讲红色故事后，
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我非宁德本地人，久居宁德七宝地。
生爱宁德山水人，死后不离宁德去。遗体
捐献寻常事，骨架卫校永站立。”这是王华
秋生前所题的诗，里面饱含着对宁德深深
的眷恋之情，也表达了遗体捐赠的心愿，希
望离世后以另一种方式开展志愿服务。

“我哥哥生前的遗愿，就是希望将遗
体无偿捐献给闽东卫校，用于医学教学研

究，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王华秋的弟弟王
华冬介绍，他们还以哥哥的抚恤金为基础
设立“宁德市关心下一代王华秋扶困助学
金”，继续资助闽东贫困学子们。

“王华秋老师的遗体捐赠，对我校教学
和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这
种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学生更加努力学习，
奉献社会。”宁德师范学院医学院（闽东卫
校）党总支部副书记孙剑川告诉记者，医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用到标本。但是，目
前这方面教学资源非常紧缺。

不仅是遗体塑化标本，“王华秋扶困
助学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许多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

当日，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帮困助学
捐款活动和签名仪式，共募集捐款 2万多
元，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王华秋：化作春泥更护花
闽东首例捐赠遗体塑化标本在宁德师范学院医学院（闽东卫校）揭幕

3月 16日，农工党宁德市委会联合蓝丝带协会
共同举办关爱自闭症儿童活动。当天，35名志愿者
与35名自闭症儿童一对一分组，进行手工制作和蛋
糕烘焙，让小朋友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据
了解，自闭症是一类起病于婴幼儿时期，以社会交往
和沟通障碍、兴趣局限及行为重复刻板为核心症状
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杨洋 慈监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章芳汀）3 月 20
日，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事大厅，一些市民前来办
理电动车挂牌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继
2015 年第一批产品目录合格电动车开始挂牌后，目
前第二批产品目录合格电动车也可以开始挂牌了。
需要注意的是，挂牌时间应在4月15日之前。

此前，市政府公布我市第二批合格电动自行车
产品目录，共有 27 个品牌 275 种型号电动自行车。
交警支队民警告诉记者，根据《福建省非机动车辆管
理办法》规定，原市质监局、原市经信委、原市工商
局、市交警支队等部门联合编制的《2018 年宁德市
合格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第二批）有 27 个品牌。
2015 年共公布了绿源、立马等 30 多家企业的 626 种
型号的第一批产品目录。

目录内电动车上牌具体要携带哪些材料呢？交
警支队工作人员介绍，需要携带非机动车的来历证
明（购车正式增值税发票，非手工开具的收据，时间
必须为 4 月 15 日之前）；非机动车合格证明；非机动
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市交警支队工作人员提醒，不在目录内的电动
车无法登记上牌，其存在安全隐患，发生交通安全事
故后理赔麻烦，希望市民购买目录内的电动车，保障
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 二 批 产 品 目 录
合格电动车开始挂牌

本报讯（记者 叶陈
芬）昨日，记者从市商
务局获悉，交通运输部
于近日批复漳湾作业区
8#、9#码头第七次临时开
放，同意漳湾作业区 8#、
9#码头临时开放期限延
长至2019年9月22日。

据介绍，市商务局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以及省商
务厅指导下，积极跟进
落实漳湾作业区 8#、9#、
10# 码 头 临 时 开 放 工
作。自 2016 年 4 月 20
日漳湾作业区 8#、9# 码
头首次临时开放以来，
累计完成外贸吞吐量
703 万吨，其中进口 576
万吨，出口 127 万吨；累
计完成外贸集装箱 1.18

万标箱，其中进口 1.05 万标箱，出口
0.13 万标箱。漳湾作业区 10#码头首
次临时开放工作正积极推动中。

漳湾作业区作为临港产业发展最
快和进出口贸易集中度最高的区域，
正成为宁德市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
的集聚地。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科
技、上汽宁德基地项目、中铝宁德铜冶
炼等一批主导产业及产业链配套项目
均布局在毗邻漳湾作业区的区域。当
前，漳湾作业区已成为引领我市产业
转型升级、聚集壮大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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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台湾老板
诈骗他人6万元

3月19日，霞浦县松
港街道的下村、洋坑、瑞
峰山等多个边远偏僻山
村的留守村民，迎来了2
个月一次的定期免费理
发日。由霞浦美业公益、
霞浦县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等组成的志愿者
团队的队员们，又一次来
到村里，为村民提供免费
理发等志愿服务。

2018 年下半年，由
霞浦城区和部分乡镇理
发从业人员发起，旨在
关心照顾边远偏僻山村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
留守老年人日常生活起
居的霞浦美业公益志愿
者团队成立。

美业志愿者团队联
合其他志愿者，将全县
边远山村定点划片，每
2 个月定期上门为留守
村民群众、残疾患病卧
床村民等免费理发，并
为他们整理家务、捐赠
生活用品等。

□ 夏斌 文/图

边远山村来了义务理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