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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办个个健健康康证证，，凌凌晨晨两两点点去去排排队队
有的办理点限号有的需预约，有市民跑了五次才办完

2017年4月1日起，山东健康证的办理开始免费，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增加的办理人数。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做了积极应对，但办证排队队久、预约
时间长的问题在各个办理点仍不同程度存在。怎样让老百姓少跑腿、少等待？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以期助推问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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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3月28日讯（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其鹏 照

东 世娇 鸿江） 3月28日下
午，记者从长岛县委宣传部获
悉，28日下午，长岛县购置的20
辆新能源客车乘渡轮登岛。近日
还有30辆新能源客车进岛，随着

新能源车辆不断投入使用，长岛
公共交通绿色化将达到100%。

长岛县交通局局长王诗钰
介绍，岛内三家客运公司与宇
通公司签订新能源公交车购车
合同，总投资4000余万元，购置
50辆宇通公路版公交车作为长

岛旅游公交车辆使用车型。该
型车长10 . 7米、宽2 . 5米、高
3 . 2米，座位数46个，续航里程
约180公里，处于世界新能源客
车的领先地位。具有零排放、噪
音小、能量转换效率高等特点，
在降低污染、节约能源、改善空

气质量方面有较大优势，加上
之前更新的40辆纯电动城市公
交车辆，长岛新能源客车总量
达到90辆，这样的生态型道路
客运对长岛正在实施的全域生
态保育具有优化和提升作用。

据长岛县交通局运管处负

责人介绍，近日，将对这些新能
源车辆进行挂牌，完成乘车点、
停车场、充电桩等各类配套附
属设施建设，全面建成长岛纯
电动客运绿色公交体系。经前
期调配试用后，于5月1日正式
投入运营。

长长岛岛公公共共交交通通实实现现110000%%绿绿色色化化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安臻 刘晓旭

凌晨两点去排队
排到了19号

春季的济南，白天已经有
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但夜里冷
风一吹，还是会让人打个寒战。
28日凌晨4点40分许，站在济南
章丘区疾控中心东门的李珍

（化名）把棉衣上的帽檐往下压
了压，用力把帽子两侧往中间
拉，以免冷风灌进脖子，脚下还
在不停地挪动着。

李珍已经站了一个多小
时，凌晨3点半就到了，终于排
在第一号。她只有一个目的，办
下健康证。

按此前已办完证的黄女士
的经验，3点半来肯定不算早。
从今年1月份开始，黄女士已经
来了四趟，可均无功而返。每天
限号150个，她六七点钟赶到
已经没号了。“他们都有经验
了，带着马扎去的。我什么都没
带，一开始坐在大门口的台子
上，进院后一直站着等。”虽说没
办成，却把门路摸清楚了，要想
保证办得上，就得凌晨来。22日，
黄女士把心一横，半夜爬了起
来，穿上羽绒服，第五次去往章
丘区疾控中心。凌晨两点，当她
赶到时，前面已经有18个人在
排队了，待到办完回家已是上
午10点。

28日早上近5点，疾控中心
的院里走来一名保安，李珍的
眼里顿时有了亮光，“什么时候
开门呀？”她连忙问。

对方回答5点左右开门，但
是北门会比东门开得早一些。

听完这话，李珍连忙把马
扎收起来放上电动车，嘴里念
叨着：“我3点半就来了，肯定我
是第一个。”随后转头骑着往北
门走。后面排队的市民见状也
向北门跑去，生怕自己被落下。

“3点半来不算早。”保安对
李珍说，这种提前排队的情况
从去年就开始了，今年最早的
是12点半来的，那时候天还冷
着呢。去年最早是前一天晚上
10点多来的，“是个小伙子，之
前来办了好几次没排上队，干
脆吃完晚饭就来了，从大门翻
进来，在楼门口打地铺睡了一
晚上。”

从28日的情况来看，市民并
不需要提前太多排队，因为直至
体检开始，150个名额都没有满。

“我们这几天协调了一些大型企
业，让他们的员工先暂缓换证，
减少百姓等待时间。”章丘区疾
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手机都快玩没电了
只好趴着睡觉

发生在章丘区疾控中心大
门的这一幕，并非个例。

“这是队首，你得到后面排
队。”28日早上5点50分，在济南
民族医院大门口，排在最前面
的曹女士对刚进门的人说。此
时医院的灯还没开，可是推门
进去，已经有14人在排队了。

队首的曹女士已经连续来
了一星期，由于每天只限100人
办理，一直没排上号。这次5点
就来了，手机都快玩没电了，但
离8点开始办理健康证还有很
长时间，她只好趴在前台桌子
上眯一会儿。

天逐渐亮了，人渐渐多了

起来，队伍已经顺着U字形走
廊拐了弯。早上6点54分，走廊
基本站满了，排队大军也已经
拐了两个弯，但门口的保安却
说这是一周里人最少的一天。

“这才几个人，以前有3点多就
来的，一会儿就满了。”

在历城区疾控中心，也出
现了排长队的场面。上午7点
半，开门领号，一番拥挤之后，
领到号的很高兴，没领到的在
门口张望了几眼就回去了。

王先生是个个例，领号结
束过了5分钟，王先生才来到疾
控中心，不紧不慢往健康证上
粘照片。王先生已经办了四五
年健康证，早在24日就办理了
预约。“这么一预约，办证简单
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28日上
午前来办理即可。

不同办理点
要求的材料不一样

接近早上6点，章丘疾控中
心北门终于打开了，排队的市
民按照顺序到查体中心门口继
续排队。李珍牢牢占据着第一
名的位子。

“我3点半就来了，怎么还
得再排？！”早上7点50分，章丘
疾控中心体检大厅的门终于开
了，一开门就听见李珍的声音，
因为带的证件没盖章，不能进
入大厅。“我赶紧回去拿，十来
分钟就回来了。”

可即便她回来，也需要到
队伍的最末端，她坚守了4小时
20分的第一名，还是没有守住。

大厅门口的工作人员还在
挨个审核证件，不时否决掉一
些材料。体检大厅的门上和门
口的牌子上，都清楚地写明了

办证需要的材料，但还是有不
少市民会忽略里面的一些要
求。

“唉，又白跑一趟。”28日早
上，60多岁的霍汝成低着头从
章丘区疾控中心走出来，手里
面捏着两张纸。他在一家幼儿
园做门卫和厨师，手里拿的是
幼儿园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加
盖了幼儿园公章的证明信。可
是因为这公章没有盖在食品经
营许可证上，他还得再跑一趟。
不过，如果霍汝成带着同样的
材料，在历城区疾控中心就可
以通过审核，完成办理。

不一会儿，大厅里又走出
两个失望的人，他们带的是营
业执照和餐饮经营许可证的原
件，可依然没有通过审核，还需
要再跑一趟。但只要持营业执
照原件，在天桥区就可以进行
预约。

在济南的各个办理点，需
要的材料都不一样，有的需要
加盖公章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
件，有的不需要加盖公章；有的
需要单位推荐信盖公章，有的
不需要推荐信。

“以前办理健康证的时候，
并不需要这些材料，带着身份证
就能办，现在怎么这么多要求？”
市民李先生有些困惑。

这些新要求，也难住了吕
女士。“我在商场里干服装专
柜，可公司在上海，没有济南的
营业执照。工作人员说有济南
的营业执照才能办，我们要办
得去上海。”

“为了一个健康证，我们还
得跑趟上海吗？而且我们的身
份证都是济南的，到上海会不
会也不给办？”吕女士的心里充
满了疑问。

租租房房准准备备开开店店
卡卡在在健健康康证证上上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安臻 刘晓旭

“如果能预约就好了，也
不用这么排队了。”28日，在
章丘区疾控中心等待办证的
景女士看着眼前的长队，自
言自语。

景女士不知道的是，在
一些能够预约的区县，同样
存在预约排队的问题。

济南市民董先生前几
天就在为排队的事发愁。他
承包的单位食堂每天要供
50名职工吃饭，维持食堂正
常运转需要3名厨师，其中
有2名是刚刚招聘的，没有
健康证不敢用。3月12日，他
和两名厨师一起去天桥区
疾控中心办健康证，没想到
碰了一鼻子灰。“办证需要
带齐材料现场预约，预约也
得5月份才能办。”可董先生
等不了，只剩一名厨师食堂
难以运转。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
题，天桥区疾控中心近几天
增加了可预约的人数，3月28
日预约，4月24日可以办理，
也要等上近一月。

在董先生拨打了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之后，天桥区
疾控中心为他开“绿色通
道”，第二天办完了证。

“您如果有急事可以打
电话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
会根据情况尽早安排。”28
日，天桥区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对咨询的市民说。

一个健康证，还绊住了
常先生创业的脚步。这几
天，常先生第一次到历下区
疾控中心办证时，被眼前的
景象镇住了，感觉到处都是
排队的人。他之后才明白，
健康证已经不像以前随到
随办了，需要预约。即便预
约，也得等到5月18日之后
才可以办理。

可是因为还没有办理营
业执照，常先生连预约的资
格都没有。“我的房子都租好
了，没有健康证就没法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就没法
开业。”

28日早上7时许，市民在章

丘疾控中心体检大厅门口排队。有

经验的市民带着板凳。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以前随到随办的健康证，
现在办起来怎么这么麻烦？”日
前，多名市民向齐鲁晚报反映，
济南多个健康证办理点都需要
提前很长时间排队，而且这种
现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8
日凌晨，齐鲁晚报记者实地进
行了探访。

葛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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