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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秘诀”
造就军旅“最美家庭

今年评选的2019年全国“最
美家庭”，999户家庭获此殊荣。其
中，海珠区赖燕丽家庭是广州市3
户入选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之一。

这是一个军人家庭。丈夫许益
民从军30多年多次立功受奖，刚退
休又获聘为全军107名专家之一；
儿子许悦子承父业，从军校毕业后
在父亲战斗生活过的艰苦海岛服
役；妻子赖燕丽原本也是驻穗预备
役部队的一名军官。组建家庭30
年来，他们曾被评为广东省学习型
家庭、广州市五好文明家庭，今年又
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最美家庭、广州
市慈善家庭。谈起经营一段美好婚
姻、营造温暖家庭氛围的秘诀，赖燕
丽说只有四个字：理解、支持。

为支持丈夫
放弃机关岗位到街道工作

1986年中秋，时任广州市水产
制品开发公司团委书记的赖燕丽，
带领团员青年来到共建单位海军某
勤务船大队联欢。晚会上，与她一
同主持节目的海军中尉是刚毕业不
久的许益民。两人通过主持晚会相
识，后来又一起出任部队和公司军
民共建“形象大使”。两人开始熟络
起来，心也慢慢走近。

两年后，赖燕丽从繁华的广州
市中心来到驻地偏僻的小岛军营，
与许益民走进了结婚的礼堂。

2000年初，许益民从驻港部队
交流回到广州郊区某部队工作。见
丈夫肩上的担子重了，为了让他能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赖燕丽放弃了
在机关工作的岗位，主动调到离丈
夫工作地点近一些的地方，成了当
地街道办事处一名普通干部。

走上新工作岗位后，赖燕丽无
论是分管的计生、民政、义务献血
还是双拥、武装工作都受到市里
表彰，她对服务对象，无论是本地
居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都是照顾
有加。

如今赖燕丽是街道一名公务
员，兼着辖区妇联主席一职，分管
辖区政务网格办和社会事务科、残
联、扶贫等多项工作。她还曾兼任
街道武装部负责人一职，曾获“海
军百名好军嫂”、“广州市三八红旗
手”、“海珠区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等
荣誉。赖燕丽说，作为一名新时期
的军嫂，自己不仅要做丈夫的坚强
后盾，还要在工作岗位体现自己应
有的价值。

悉心照顾公婆
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与其他军嫂一样，赖燕丽独自
一人承担因丈夫执行任务、调动两
地分居留下来的家庭重担。她孝敬
长辈，贴心服侍重病卧床的公婆，抚
养教育孩子，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

条。
对待公婆，赖燕丽也是悉心照

顾。每年春节，他们都要带着孩子
赶回去与老人吃个团圆饭。有时遇
到丈夫有任务，赖燕丽就自己带着
儿子去和公公婆婆一起过节。

2010年，婆婆中风，赖燕丽就
把婆婆接到广州来治疗。婆婆住
院期间，她在病床前精心照料，无
微不至，医生护士甚至把她当作了
老人的女儿，而把因部队工作忙偶
而来探望的丈夫当作了女婿。

说起这些，赖燕丽只是淡淡地
说：“孝敬长辈，教育子女，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只是尽了一个
儿媳、一位母亲应尽的责任和孝
道。”

子承父业
选择偏僻海岛部队锻炼

有了妻子的全力支持，许益民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在部队
30多年，多次因表现突出立功受
奖。他带领部队出色完成战备训
练任务，个人多次获评优秀党务工
作者、优秀党委书记和海军军事训
练优等军官，担任师、团职主官两
次荣立三等功。去年刚从部队退
下来，许益民又被聘为全军107名
专家之一，继续为部队建设做贡
献。

1993年出生的儿子许悦品学
兼优，从小受到家庭熏陶，2012年
进入海军工程大学读书，并在学校
入党和多次受到嘉奖。毕业时，许
悦综合成绩排名第一，本可以去大
城市工作，但他却选择到偏僻的海
岛部队锻炼,儿子的选择令赖燕丽
倍感自豪。

热心公益
全家志愿服务近3000小时

尽管聚少离多，但赖燕丽一家
的感情却没有因此疏远，家庭氛围
其乐融融。一家人团聚的时候，他
们就在一起唱唱歌打打球，或分享
一本好书，周末休息的时候还一起
参与公益活动。

赖燕丽一家热心公益事业，经
常参加慈善捐助活动，带头捐款、
捐衣物。为了宣传环保，他们一家
还代表海珠区、广州市参加了广东
省首届“绿色家庭环保”小品大赛。

从 1997年开始，夫妻俩就资
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小学至大学毕
业。儿子也传承了家庭的慈善美
德，当听说一名战士的父亲遭遇车
祸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除了主
动捐款外，还牵头发动其他战友捐
助这名战士。

2018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上，赖燕丽家庭荣获广州市慈善
家庭，全家携手扶贫助困捐赠超
15万元，志愿服务时数近3000 小
时。

据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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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拥有自己手机的中小学
生不在少数。通过手机，中小学生
可以浏览到丰富的信息，但不合理
使用手机也造成很多问题。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
对1939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对于孩子带手机上
学，受访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视力
受损，然后是学习受影响和身心健
康受影响。关于引导中小学生正
确使用手机，61.3%的受访家长希
望推出中小学生专用手机。

关于孩子带手机上学，受访家长
最担心的是孩子视力受损（64.6%），
然后是孩子学习受影响（50.9%）和
身心健康受影响（59.8%）。

西南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唐
智松分析，手机虽然能给中小学生
带来便利，但上面的不良信息和各
种陷阱，会妨碍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过度使用手机还会损伤孩子
的视力和身体健康。“有人不赞成
中小学生带手机上学，主要就是担
心这些问题”。

调查中，61.3%的受访家长希
望推出中小学生专用手机。

唐智松注意到，现在有的手机
App推出了青少年模式，他希望这
种做法得到普及。

唐智松建议，第一，鼓励手机
制造商开发专供学生使用的手
机。第二，网络运营商在信息推
送上进行分类，对中学生推送适
合他们的信息，同时接受政府的
监督管理。第三，学校教师就手
机使用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据人民网

61.3%受访家长
希望推出
中小学生专用手机

不明当事人：
我关于2019年10月18日分别作出了如

下行政处罚决定：
1.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1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2月27日17时50分，在廉江市青平镇六旺村
委会夹埇村与广西博白县沙陂镇交界山岭一
养殖场内查获移交我关的无专门标识的红双
喜 （硬南洋） 卷烟1800条、红双喜 （软南
洋）卷烟1300条、红双喜（听装南洋吉祥龙
凤）卷烟175条、红双喜（听装南洋香港风景
纪念版）卷烟150条、特美思（硬中英文警语
版）卷烟390条。

2.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2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3月15日在廉江市青平镇沙铲村委会芋地角
村边路段查获移交我关的 1 辆悬挂“沪
C3JD19”车牌的丰田汽车（车辆识别代号为
LTVBG874350051320） 上装载的无专门标
识的红双喜（硬南洋）卷烟850条、红双喜
（软南洋）卷烟300条。

3. 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3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
年3月15日16时45分在廉江市青平镇石圭坡
村委会下黄蟮埇村边查获移交我关的1辆悬挂

“粤GRH061”车牌的丰田汽车（车辆识别代
号为LVGDA46A19G019390）上装载的无专
门标识的红双喜（硬南洋）卷烟1000条、红
双喜 （软南洋） 卷烟 200 条、ESSE （硬
MENTHOL 2015 版） 卷烟 250 条、ESSE
（硬LIGHTS）卷烟250条。

4.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4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3月17日在廉江市青平镇鲫鱼湖村委会路仔
下村边查获移交我关的1辆未悬挂车牌的丰田
汽 车 （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为 LT-
VBG864360058612）上装载的无专门标识的
红双喜（硬南洋）卷烟1000条、红双喜（软
南洋）卷烟750条。

5.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5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3月20日在廉江市廉石公路合江村边路段查
获移交我关的1辆悬挂“粤BR87B7”车牌的

五 菱 汽 车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为 LZWA-
CAGAXF6103588）上装载的无专门标识的
好日子 （软珍品中国税收未缴专供出口
HKDNP）卷烟1000条、好日子（硬金专供
出口） 卷烟 850 条、BOHEM （硬 CIGAR
mojito）卷烟198条。

6.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6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4月2日16时30分在廉江市石颈镇扬名水村
委会榕树江村边查获移交我关的1辆悬挂“粤
GPF137”车牌的丰田汽车 （车辆识别号为
LTVBR22EX40005943）上装载的无专门标
识的红双喜（硬南洋）卷烟550条、红双喜
（软南洋）卷烟650条。

7.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
1月21日21时15分，在廉江市廉石公路合江
村边路段查获移交我关的 1 辆悬挂“粤
C3K570”车牌的起亚汽车（车辆识别代号为
KNAKU8116C5187171） 上装载的无专门标
识的红双喜（硬南洋）卷烟600条、红双喜
（软南洋）卷烟400条。

8.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8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没收湛江市公安局联合廉江市
公安局于2018年 8月19日 5时20分，在廉
江市207国道良垌路段查获移交我关的1辆
悬挂“粤K29H55”车牌的起亚汽车 （车辆
识别代号为LJDKAA2E7C0045329）上装载
的无专门标识的红双喜（听装南洋13mg国
际版）卷烟400条、云烟（硬精品JY）卷烟
449条。

9.湛徐关缉罚字[2019]0009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没收廉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高桥
中队于2018年8月14日2时30分在广东省廉
江市高桥镇G325国道高桥镇政府路段查获移
交我关的无专门标识的红双喜（硬南洋）卷
烟1350条、红双喜（软南洋）卷烟250条。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9年10
月18日起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关

2019年10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关

公 告
湛徐关缉公告字[2019]0008号

认领启事
邓元凡，男，于2019年7月5日9时许，在遂溪县

社会福利院门前被捡拾，出生日期是2011年7月5日
（估算），脑瘫，放置在一张不锈钢椅子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
单位证明或住所地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到遂溪县
社会福利院联系，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遂溪县社会福利院（遂溪县光荣院）
2019年10月18日

单位证件
●湛江市赤坎区湘辣食品商行遗失湛江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年 2月 11日签发的《食品流通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SP4408001550082661，声明作
废。
●湛江市霞山区椹川大道南21号时代综合市场工业
品区一层1115号游晓婷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霞山分局2015年3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803600211107，声明作废。
●吴川市塘掇镇上圩村民委员会木头田村民小组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1000760602，声
明作废。
●廉江市长山中学遗失《广东省中小学校教育收费
收据》空白票据五份，编号分别为：FG82292602,
FG82292603,FG82292604,FG82292779,FG82292781,
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西子俏美容院龙六妹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5年 5月 1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42911，声明作
废。
●湛江市霞山区和展电动车维修部陈和展遗失湛江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5年5月2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803600450466，声明作
废。
●湛江市源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G35156车辆的
道路运输证 IC卡，号码：003111142，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亿森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椹川大道南68号504房刘丽
遗失霞山公安分局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91号 2幢 504房欧子立遗失
霞山公安分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民安镇文丹下村 4号尤庆美
遗失东海公安分局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沙沟尾村 176号唐丽冰遗失
麻章公安分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河头镇北四村 121号陈俊业遗失遂
溪县公安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张丽农遗失 2018年 10月 25日开出的湛江开发区
荣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盛中央广场 15号楼 803
号办公室购房收据一张 (NO:201814330)，金额:
310246元，声明作废。
●肖胜强遗失粤G2950挂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待理
证），号码：002866035，声明作废。
●吴川市退休职工活动中心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911000615901,声明作
废。
●遂溪县沙古建筑工程队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欧养遗失粤GR7193号货车的道路运输证（待理
证），编号：002742213，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益新冰片糖加工厂陈智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23MA5273F0XL，
声明作废。
●杨康景遗失2012年3月14日核发的残疾证，编号：
44082319690622301442，声明作废。
●遂溪县草潭镇东头村101号78房李香芳遗失户口
簿一本，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亚生饭店庞土祯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 2017年 3月 24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副 本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4MA4WBXEL4A，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新星村1号马志伟（身
份证号：440804199207240573）遗失驾驶证暂扣单一
份，编号：440803390000289，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副本一本，核准号：Z5910000199501，开户银行：
湛江市坡头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声明作废。
●吴川市长岐镇中间村 437号李松尧遗失吴川市公
安局2019年4月8日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吴川市李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为：湛
字440800036311，声明作废。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