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代办员9月起上岗
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代办员制度，可有优先办理权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蒋
慧晨 ) 许多企业在遇到资格
审批类问题时，经常不知道该
找谁办，到哪里办。许多企业员
工在工作繁忙时，个人的审批
事项也无暇办理。10日，烟台市
政务服务中心提出企业代办员
制度，让企业代办员为企业及
企业职工代办各类行政审批服
务事项，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
务质量。

9月起，企业代办员制度
将正式在烟台市、芝罘区两级

“中心”推行实施。2014年起企
业代办员制度将在各县市区

“中心”全面展开。7月-8月为
企业代办员制度推行的前期
筹备阶段，包括对报名人员进
行审查和核准，并对企业代办
员分两期，由工商局和质监局
等部门进行企业注册方面培
训；由建设局、规划局等部门
进行基本建设方面的培训。通
过对代办员进行培训、设立专
服通道、组织代办员对窗口服
务进行评议等措施，提高办事
效率，提升服务质量。

据了解，企业、组织可自愿
加入代办服务网，派员担任代
办员。商会、协会等组织的成员

以及企业的职工可自愿委托代
办员为其代办各类政务服务事
项。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徐明浩说，政务服
务项目包括行政许可、非许可
行政审批和其它公共服务项
目，数量较多，许多企业经常
遇到不知道该找谁办，到哪里
去办，怎么办等问题。在企业
内部，许多职工也面临工作繁
忙，自己个人的一些审批事项
没有时间办理。为帮助企业和
职工解决这些问题，经过长期
调研，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在

市区两级中心出台了企业代
办员制度。

届时，窗口单位及部门大
厅对所涉及的代办事项要给
予优先办理，在承诺时限内进
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对于重大
和特殊项目特事特办，并提供
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和上门服
务。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及部门
办事大厅为代办员提供的网
络、打印、复印、传真等服务全
部免费，对代办员进行培训不
收取培训费、资料费等任何费
用，不以任何名义收取“加快
费”、“加急费”等费用。

全省医保殊荣花落“烟台山”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宋

佳 通讯员 叶杏) 日前，烟
台山医院荣获山东省卫生信用
档案建设优秀单位，成为市三
级综合医院中唯一一所获此殊
荣的医疗机构。

“在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医
疗机构掌握着患者的病情、愈
后以及治疗策略等信息，这些
信息对于医患间的医疗服务至

关重要。”烟台山医院医保科王
东明主任介绍，卫生信用档案
能切实保障患者权益。

据了解，自2011年起，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卫生厅在全省启动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卫生
信用档案工作，客观公正的记
录、评价医疗机构的执业行为，
为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卫生行

政部门综合评价定点医疗机构
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的监督
与选择提供信息。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加强
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管理，彰
显公益性，强化医保管理工作，
严格按照保险目录内诊疗项目
选择治疗方式和药物，同时完
善临床路径工作、一日清单制
度、自费诊疗项目药品知情同

意制度等。
日前，在全省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卫
生信用工作中，烟台山医院被
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厅、山东省卫生厅联合授予山
东省卫生信用档案建设优秀
单位，成为全市三级综合医院
中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医疗
机构。

传递幸福感动

主题拍客作品继续征集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

永军) 下雨天，家人为你头顶
撑起一把伞；跌到了，旁人一个
善意的搀扶。凡此种种，一个细
小的举动却让我们充满感动，
爱意拥满心间。亲爱的市民朋
友，不妨拿起你手中的相机，记
录下这美好瞬间，让我们共同
分享身边的感动，传递烟台的
大爱情怀，本报继续征集传递
幸福感动主题拍客作品。

活动启动以来，有不少市
民向本报发来作品，现继续征
集传递幸福感动主题拍客作
品，投稿题材可以是父母子女
之间的亲情瞬间，手足兄弟间
的感动时刻，还可以是情侣间
的难忘记忆，邻里间亲如一家
的感动。此外，您在生活中遇到
的各种感人瞬间，好玩时刻都
可以。本报将择优定期发表征

集到的拍客作品。
这次主题拍客活动由齐鲁

晚报主办，征集截止日期为7月
21日。市民可将作品发送到投
稿信箱jrytpk@sina.com，请在邮
件主题中注明幸福感动主题拍
客作品征集。作品征集期间，本
报将通过拍客版发表征集到的
优秀作品，并于7月下旬在红星
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举行拍客
评选大赛，评选优秀作品并举
行颁奖仪式。

据了解，红星美凯龙曾
经举办过《全城寻找幸福家
庭》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拍摄
幸福家庭全家福，记录下不
少港城市民的幸福瞬间。喜
欢摄影的市民朋友们千万不
要错过征集时间，期待你的
主题拍客作品出现在红星美
凯龙。

峆 印记艺术摄影展

继续征集作品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借千年古寺国露
(峆 )寺重建落成庆典之际，
本报承办首善烟台峆 印记
摄影展。现面向广大摄影爱好
者继续征集作品。希望您拿起
手中的相机，赶快参与其中，
一起分享摄影带来的感动。

据了解，这次首善烟台
峆 印记艺术摄影展由烟
台市福山区文化旅游局主
办，中国福山峆 寺、烟台
市民俗摄影协会、齐鲁晚报
共同承办。

摄影展取材可以是烟
台的城市景观、滨海风光、
名胜古迹、古老建筑与最新
建筑、体现近年烟台城市发
展的成就风貌；国露 (峆 )

寺寺院建筑、周边风光、民

俗风情、张格庄樱桃及烟台
农博园、福山城乡风貌；还
可以是与佛教相关的中外
各地文化艺术。

如果您喜欢摄影，不妨拿
起手中的相机，走上美丽的港
城街头，捕捉流动的风景；您
也可以走近一些老建筑，记录
斑驳背后的沧桑；您还可以走
上峆 山，领略流动的烟云美
景。

本次摄影展的投稿方
式为网络投稿，市民请将作
品发送到摄影展指定邮箱
3 7 6 3 1 7 6 9 0 @ q q . c o m 或 是
ytms3627@163 . com。

投稿截止日期为 2 0 1 3

年 9月 2 8日。初定于 1 0月份
举行大型展览，展示优秀作
品并评选相关奖项。

助您打开健康与财富之门
恩来得推出百万富翁培养计划

限量帮助有志于健康产业
的合伙人成就财富梦想，是多年
来恩来得的一贯坚持与追求。如
今，随着“恩来得”多功能健康鞋
的成功面市，新一轮恩来得百万
富翁培养计划已正式启动。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代理
或特许加盟，恩来得以其独特的

“8+2”合作运营模式，不仅开创了
全球营销新纪元，而且更有效保
证了其限量百万富翁培养计划
的兑现。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
共赢”，是恩来得“8+2”合作运营
模式的精髓。通过这种模式的杠
杆撬动，小资金变为了大资金，

小投入能获得大回报，合作者将
获得80%的利润分成，恩来得承
担着80%的经营风险。核心是锁
定“健康与财富”目标，携手共进，
振兴产业，造福社会，惠利民生。

据其招商负责人透露，本
次恩来得造富计划仅限 1 0个
名额，目前已与部分有志之士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月内即将
签约。“选择恩来得，加盟恩来
得，拥有健康与财富，实现人
生梦想，为中国鞋业树一面旗
帜，增一道亮丽的风景。合作
才是力量，恩来得愿与天下有
志之士携手共创伟业。”其招
商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晏坤)
10日晚，烟台上空闪电连连，小雨

淅沥，接连两天的阴雨天仍在持续。
10日19时，烟台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据烟台气象台雨量统计显示，从
9日4点到10日18点，烟台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53 . 5mm，其中最大出现在龙
口市，为85mm，最大观测点出现在莱
州市文峰路，为128 . 9mm。

据气象部门介绍，近几日烟台连
续受副热带高压低云影响，从10日晚
到11日白天，烟台北部地区有大到暴
雨，南部地区，有中雨，同时，伴有雷
电和短时7级雷雨阵风。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11日白天，
烟台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风3到4

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沿海27℃，内
陆30℃；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天气
阴有中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偏东
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气温
23℃到27℃之间。

气象台继续发布

暴雨雷电预警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姜丽丽) 11日是世界人口
日，记者从烟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了
解到，为保证优生优育，已经免费为
36862对农村夫妇提供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项目。

10日，记者从烟台市计划生育委
员会获悉，现在烟台市合法生育率多
年来一直保持在99%以上。自实行计
划生育以来，全市少生986万人，比现
有总人口还多336万人。

据了解，全市累计共为36862对
夫妇提供了该项免费服务，在各县市
区全面开通尾号为“600”的计划生育
语音便民服务热线和12356阳光政务
热线，全天24小时开展计生咨询服
务。

计生服务热线
24小时可咨询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齐金钊
通讯员 王忠杰) 连日来，埃及

开罗、亚历山大等地连续发生大规模
游行示威活动，并造成人员伤亡。9

日，烟台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发布
警示，提醒各出境游组团社及市民慎
重前往埃及旅游。

目前旅行社已经停止接受埃及
旅游的报名。烟台市旅游质量监督管
理所提醒各出境游组团社及市民：密
切关注有关情况，做好安全防范，慎
重前往埃及旅游。如在上述地区遇紧
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埃
及使领馆。

埃及报警电话：00202-122；埃及
旅游警察电话：00202-3906028；中国
驻埃及大使馆领保协助电话：00202-
27380466、00202-27363556；中国驻亚
历山大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0202-
271125995。

赴埃及旅游要小心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姜焕尧 ) 芝罘区报考

2013年度一级建造师、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
经纪人等4类执业资格考试现场确认
于7月10日开始。

现场审核的具体安排为，房地产
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现场审核时
间为7月11日9:00至7月16日16:00(周末
除外)；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现
场审核时间为7月15日9:00至7月16日
16:00；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
时间为7月10日9:00至7月16日16:00(周
末除外)。现场审核确认地点为芝罘
区华茂街30号南楼409室。

如有疑问，考生可以拨打0535-
6226583进行咨询。

芝罘区四类考试

现场审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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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9日，长岛旅游景区在云海
中宛若仙境，在岛游客目睹了
云海奇观，纷纷拍照留下这一
壮观景象。

当天上午，一场大雨过后，
长岛各岛屿笼罩在一片浓密的
白雾之中，而山上却是一片阳
光明媚的景象。浓厚的平流雾
缓缓飘动，将一些景区和建筑
物笼罩其中，气势壮观。这一奇
妙景观持续了近5个小时。
通讯员 孙春明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长长岛岛现现云云海海奇奇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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