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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胜利路北段全封闭施工
南起南大街北至太平湾码头，预计4月25日全线恢复通车

本报烟台3月8日讯
(通讯员 郭菲 路璐
记者 侯艳艳) 3月9日
晚上，胜利路北段将进行
全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南
起南大街 ,北至太平湾码
头。预计到4月25日，该路
段将全线恢复通车。

8日，记者从烟台市
城管局市政养管处获悉，
9日晚上，胜利路北段将
进行全封闭施工。养管处
工程公司刘经理介绍，这
是市区2012年第一项道

路大修工程，封闭施工路
段南起南大街 ,北至太平
湾码头，将按照大修标
准，由南向北进行施工。

刘经理介绍，本次
施 工 除 进 行 路 边 整 修
外，工程公司还将一并对
自来水及排水管线进行
改造。谈及施工原因，刘
经理介绍，路面破损和排
水管线不畅通是施工改
造的两大主要原因。胜利
路位于市区中心地段，近
几年周边新建工程增多，

夜间经常通行重型车辆，
使道路状况受到一定影
响。加之原有路基稳定
性、渗水性不够好，雨雪
冰冻天气过后极易出现
网裂等道路病害，形成许
多坑窝，由于路线长，使
用年限久，日常维护难以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
外，胜利路的污水管线年
久失修，不够畅通，目前
的排水量已无法满足周
边居民的需求。“在施工的
同时，将对地下污水管线、

自来水管线和天然气管
线进行更换。”刘经理说，
本次施工还将对北马路
至太平湾码头路段花坛
立沿石进行更换。

据了解，胜利路北段
封闭施工被列入今年开
春第一项道路大修工程，
预计至4月25日该路段将
恢复通车。工程公司相关
负责人称，凤凰台中段
(楚凤四街至电厂东路)也
将在3月10日开始进行不
封闭式人行道施工。

本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亚林 全福 记者 鞠

平) 3月9日晚至4月25日，
芝罘区胜利路北段(南大街
与胜利路交叉口至太平湾
码头 )将进行封闭施工，施
工期间，该路段南北无法

通行，但胜利路与市府街、
北马路路口可东西双向通
行。鉴于胜利路作为市区
的南北主干道之一，交警
部门推出了胜利路北段封
闭期间绕行路线图，以方
便市民合理绕行。

绕行方案一：

绕行西南河路、解放路主干路
由于胜利路北段的封

闭，将减少连接一条南大街
至北马路之间的主干路，平
时固定选择胜利路北段南北
通行的车辆，可根据自身行
车需求，选择距离胜利路最
近的西南河路、解放路两条

南北主干路通行。但交警部
门同时也指出解放路、西南
河路可能因此出现车流激增
的现象，尤其是在早晚高峰
期与接送学生高峰重合的
时段，这一现象会较为明
显。

山东陆元拍卖行有限公司

更正
声明

我公司于2012
年3月2日在《齐鲁晚
报 》刊 登“ 拍 卖 公
告”，现将第一项标
的更正为：位于莱阳
市富水路西北二排
的房地产。

特此更正
2012年3月9日

胜利路北段封闭施工
两套绕行方案供你参考

绕行方案二：

绕行桃花街、朝阳街、面市街等支路
交警部门预计，在胜

利路北段封闭后，西南河
路、解放路两条南北主干
路将成为市民绕行的第一
选择，而此时与封闭路段
相邻的南北支路同样也可
以起到分流车辆的作用。
类似朝阳街、桃花街、面市

街——— 华茂街、玉祥街等
支路的通行作用将受到绕
行车辆重视，对于在胜利
路北段周边居住的市民也
会大多选择上述支路、小
路出行，因此支路绕行同
样可以成为市民的一个选
择。

妇女招聘会，男士来“闹”场
本报3月8日讯 (通讯

员 张韶 记者 柳斌
李大鹏 实习生 贺

笑笑) 在“三八”妇女节
到来之际，烟台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妇联专
门为女性待业者送上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
就业岗位。记者了解到，
在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
的招聘会上，每个招聘单
位都针对妇女同志提供
了“女性”岗位，当天招聘
人数也达到了平时的两

倍。
8日上午记者在烟台

市人力资源市场看到，以
妇女为应聘主力的招聘
会聚集了不少招工企业，
财会人员、办公文员、保
管员、国际贸易能很多工
种都针对女性。虽然是妇
女专场，但是招聘会也提
供了有不少男性工作岗
位，不少男士来应聘工
作。同时，记者也在由芝
罘区人社局、芝罘区妇联
联合主办的芝罘区妇女

专场招聘会上看到，75家
用人单位现场提供1500

个就业岗位。也有不少男
性求职者来参加。

在芝罘区招聘会现
场，记者发现大部分用人
单位是男女都要，但还是
偏重招聘男士。一家房地
产公司的招聘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招聘的电工、
司机、设计师等岗位还是
以男士为主，“考虑到这
天是妇女专场招聘会，所
以我们才注上性别不限，

但有女士过来咨询时我
们会把工作性质详细介
绍，女同胞自己就打退堂
鼓了。”

同样来招聘，在招聘
会现场各家用人单位门
前也冷热不均，上午10点
多便有招聘人员离开现
场。而在麦当劳和易斯特
(烟台)精密纺织机两家外
企门前聚满了人，应聘者
大多为30到50岁间的女
性，招聘人员都忙不过
来。

烟台公共服务网为市民编织办事路线图———

想开餐馆要跑七个部门

烟台市政府法制工作会议召开，规范部门行为成热点

不公开征求意见 出台政策违法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侯文
强 实习生 朱筠) 烟台公共
服务网下周开通的消息刚一发
布，就引来众多市民关注，其中

“办事服务”栏目关注度最高。网
站为市民编织了办事路线图，先
跑哪个部门后跑哪个单位都说
得明明白白。按照网站信息，想
开餐馆的话需要跑七个部门。

一进入烟台公共服务网，就
能看到收录了7000多项便民信
息的“办事服务”栏目，几乎涵盖
了教育、医疗、文化等与公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所有领域，市民查
询起来非常方便。

对需要跨部门办理的20多
个事项，网站开设了专题。记者
点开其中一个专题“创业通道”
发现，如果想要开一家餐馆的话
需要跑七个部门。市民先要到工

商部门进行名称预先核准，第二
步去环保部门做环境影响评估，
第三步去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办
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点开
第一步“名称预先核准”，里面有
办理条件、提交材料和办理程
序，还有市区工商所的联系电
话。

烟台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以设立
导引的形式将跨部门办理的业
务整合到一起，先找哪个部门、
办什么，后找哪个部门、办什么，
一清二楚，群众再也不用走冤枉
路了。

如果有市民没在首页上查
到想要的信息，只需在网站搜索
引擎上输入相应关键字，即可查
询出一件事情归哪管、找谁办、
怎么办等所有信息。

烟台公共服务网开通后，本报将与
网站联合开展“报网民生”活动，一起去
帮市民办事。烟台公共服务网为此在首
页开设了“分享政府办事经历”栏目，专
门收集市民建议和意见。

如果你在去政府部门办理业务时
遇到困难，或者碰到了有趣的小故事，
就可以在“分享政府办事经历”栏目上
留言。记者将根据热心市民反馈的问
题，跟随市民去窗口办理业务 ,实地体
验办事流程。如果遇到问题，将及时转
交相关部门处理,并跟踪办理情况。

“报网民生”活动开展情况将及时
在烟台公共服务网和本报公布。市民如
有难事，也可以拨打网站咨询电话0535
-6879065或15954530929,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ytggfw@163 .com反映。

8日，烟台市
看守所女子监区
内加油声、欢笑
声此起彼伏，在
押人员们以监室
为单位，在监管
民警的指挥下，
开 展 了 跳 绳 比
赛，庆祝“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的到来。这一天，
所有的女民警与
女在押人员都开
心 地 渡 过 了 节
日。

本报记者
李泊静 通讯员

孙飞 摄

看看守守所所的的““三三八八””节节

为你办事意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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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8日讯(记者 李
园园) 8日晚间，益生股份发
布年报称，2011年公司实现
净利润 2 . 3亿元，同比增长
93 . 43%，比去年翻了近1倍。
公司也将给股民发了大红
包，10股转增10股派10元现
金。

据益生股份年报披露，
2011年营业总收入77037 . 82万
元，同比增长390 . 22%；归属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 3 4 0 6 . 0 9 ，同 比 增 长
3 9 3 . 4 3%；公司拟以总股本
1404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 1 0股派发现金股
利1 0元 (含税 )，共计派发人
民币140400000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人民币209179046 . 75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同时，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 0股转
增 1 0 股 ，合 计 转 增 股 本
140400000股(每个面值1元)。

益生股份净利润比去年翻了近1倍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李永臣 记者 侯文强)

“部门出台规范性文件时，如
果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征求意
见，一律视为程序违法。”7日
上午，在烟台市政府法制工
作会议上，法制办主任赵喜
强说。

赵喜强说，部门出台规
范性文件时，应当采取座谈
会、论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
方式广泛听取意见，这是制
定规范性文件的一个刚性要
求。凡是未对外公开征求意
见的，一律视为程序违法。

这些内容是今年开始实
施的《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上载明的。规范性文件是指
具有约束力的非立法性文
件，一般是对民生影响较大
的政策文件，如《某某市城市
卫生暂行规定》等。

部门的文件不再无限期
有效，有些部门的老文件已
经失去效力。1999年12月31日
之前发布的所有规范性文件
原则上一律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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