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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选选派派1155名名专专业业医医生生进进学学校校
选派人员16日到位，担任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云超 ) 15日，
记者从威海市教育局获悉，为
促进市直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威海从市直医疗机构选派15名
专业医生到市直学校从事卫生
保健工作，学校原配备的非专
业卫生技术人员和兼职卫生保
健 人 员 不 再 从 事 卫 生 保 健 工
作。

据了解，此次选派的1 5名
医生来自威海市立医院、威海
市妇幼保健医院、经区医院等6
所市直医疗机构，将进驻威海
市交通学校、威海市会计学校、
威海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
中心、威海市第一中学、威海市
第二中学、威海市第三中学、威
海市第四中学、威海工业技术
学校、威海市教育实验幼儿园

等市直学校。16日，选派人员全
部到位。

选派人员80%以上为中级以
上职称，基本满足了市直学校卫
生保健工作的需求，学校原配备
的非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和兼职
卫生保健人员不再从事卫生保
健工作。选派人员实行周期制，
一个周期原则上1年以上，周期
结束后，由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医

疗机构视情况予以调整。选派医
生驻校期间实行双重管理，以学
校管理为主，由所在学校负责日
常管理和考核。选派人员不转移
人事关系，学校从医经历算作基
层从业经历，与职称评聘、评先
选优等挂钩。

此外，2 0 1 4年，威海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
卫生保健工作的意见》，明确学

校卫生保健工作总体目标。到
2017年，实现学校卫生保健机
构全面覆盖，设立医务室、保健
室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配备率
达到100%，学校健康教育开课
率、学生健康知识普及率和体
检率达到100%，学生的近视率、
龋齿率、肥胖率等指标逐步降
低，卫生意识和健康水平明显
提高。

合肥-威海-长春

本月底新增航班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冯琳)
3月29日起，威海机场将新增合

肥-威海-长春航班。
受换季航班调整影响，3月29

日 起 ，威 海 国 际 机 场 将 新 增
MU2419/20合肥-威海-长春航
班，具体航班信息为东航A320机
型，当天往返。若想了解更多航班
信息，市民可拨打电话5308800咨
询。

科科技技创创新新
13日，第四届高区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在高区第一小学举
行。本次大赛分科技创意、科技
创新成果、科技辅导员创新成
果、科技辅导员论文、科幻画、科
技实践活动6大类别，共收到309

项作品。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段超 摄影报道 威凤Ⅰ、Ⅱ线

进行停电检修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蔡海沧 许春华 )

为提高威海供电线路稳定性，3
月12日，威海供电公司220千伏威
凤Ⅰ、Ⅱ线停电检修工作拉开始。

作为连接威海电厂到市区三
座220千伏变电站的重要联络线，
220千伏威凤Ⅰ、Ⅱ线有着“大动
脉”之称。威海供电公司在春检开
始，配合威海电厂#3机组停机，
即安排两回线路同停检修，220千
伏威凤Ⅰ、Ⅱ线两回线路同停，威
海电厂外送通道仅剩2回，电网承
担着220千伏外送能力不足的运
行风险。

为了降低电网运行风险，缩
短停电时间，市供电公司发布220
千伏威凤Ⅰ、Ⅱ线两回线路同停
风险预警。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冯
琳 ) 不同于春节前后各航线

“一票难求”的状况，随着客运高
峰的结束，日前，威海各航线纷
纷开放打折机票，连北京、上海
等客流量较大的线路也出现低
至五六折的票价，多航线更是出
现票价比春节前后便宜一半的
情况。

15日，记者从威海市航空服

务总公司了解到，航空春运高峰
在元宵节后已基本结束，由于春
节期间客流较大，所以近日来，
客流相对来说呈骤跌趋势，引起
各线路开放折扣机票。

目前，各航都推出折扣力度
理想的折扣票。

“只要及早购票，几乎所有
航线均可买到不同优惠程度的
折扣票”，工作人员介绍。

以3月16日-20日为例，长
线线路折扣可低至三折左右，就
连北京、上海等客流量较大的线
路，部分航线折扣也低至五六
折。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来说，每
年此时，上海及其他南方航线折
扣都比较可观。

与其他中长线航班相比，北
京方向及东北方向由于客流相
对较大，折扣不如其他航线，较

常在8折左右。但今年各航线折
扣较平均，广州、南京、北京、长
春、哈尔滨等城市都有较往年同
期更可观的优惠力度。

民航部门的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虽然目前各航线票源充足
且有打折票，但是折扣力度仍有
变化，“一般越早下手抢票越容
易买到较便宜的机票。”民航部
门工作人员说。

客客运运高高峰峰过过 热热门门线线路路也也能能买买到到半半价价机机票票

112200家家企企业业参参加加跨跨境境人人民民币币业业务务培培训训
用人民币结算对韩跨境交易能省3%-5%成本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王帅)
13日，威海市商务局、威海市金

融办、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
行、交通银行威海分行联合举办
首届跨境人民币业务培训，鼓励
企业利用跨境业务政策，降低企
业跨境交易成本。

威海市区120家对韩贸易企
业参加培训，中国人民银行威海
市中心支行、交通银行威海分行
相关工作人员对跨境人民币结

算政策进行了介绍，内容涉及人
民币国际化与跨境人民币发展、
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优势等。

截至2014年12月末，威海累
计有14家银行的51个分支机构办
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为全市461
家企业实际收付跨境人民币资
金390 . 6亿元，业务范围覆盖64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其中，2014
年威海对韩人民币结算企业共
108家，韩元结算企业14家，累计

办理跨境人民币实收实付业务
3820笔，金额142 . 68亿元。

跨境人民币结算有什么优
势？威海市贸易发展中心主任曲
明霞介绍，在此之前，人民币与
韩元的兑换需要通过美元进行
结算，这样客户需两次缴纳兑换
手续费，交易成本较高，而跨境
人民币业务将至少让交易成本
降低3%-5%。另外，传统方式易
受汇率变动风险影响。

“随着威海和韩国仁川自由
经济区地方经济合作被写入自
贸协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也
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曲明
霞说，在2014年全市有进出口实
绩的3005家企业中，对韩贸易企
业1760家，进出口额52 . 3亿美
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31 . 5%，

“人民币结算对降低对韩贸易企
业跨境交易成本，扩大对外贸易
规模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威海广濑贸易有限公司是
威海办理跨境人民币付汇的首
批企业之一，该公司负责人崔燕
清介绍，人民币跨境结算既规避
了汇率风险，又减少汇兑损失，
且成本较低。

另外，此业务无需人民银行
审批核准，所有跨境人民币业务
可直接在银行办理，合同、单据、
报关币种与结算币种也可交叉
使用。

威威海海启启动动原原产产地地签签证证一一体体化化
出口企业可就近选择办证机构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宋黎 闫新良) 3
月10日起，荣成、威海检验检疫局
全面实施“通报、通签”原产地签
证新模式，在山东省率先启动区
域原产地签证一体化。通过一体
化运作，威海、荣成两局之间实现
了“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

助”，为企业缩短签证等待时间，
节约出口成本。3000余家威海出
口企业将因此获益。

区域原产地签证一体化，针
对商贸类企业“出口发货急、口岸
选择灵活、采购地点不固定”等特
点，以统一信息平台、统一管理模
式、统一执法联动为基础，打破检

验检疫机构间现有的辖区界限，
改变原来只能在所在地检验检疫
机构办理原产地证书的模式。

新模式实施后，出口企业在
工商注册地检验检疫机构完成原
产地备案，即可根据个性化需求，
自主就近选择产品采购地、企业
办公地或出境口岸所在地检验检

疫机构，申请和领取原产地证书，
为企业节省了快递成本以及报检
人员往返费用，原产地签证便利
化水平明显提高。

为保证该政策的顺利落实，
荣成、威海检验检疫局结合辖区
实际，以及区域原产地签证一体
化的需要，确定了企业管理属地

化、签证管理灵活化的基本原则，
由属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空白证
单、原产地调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建立企业分类管理、原产地判定
结果联网互认机制，整合两局原
产地签证产品负面清单，严密监
管，确保导师地签证企业享受属
地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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