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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妙水仙膏 一抹就掉 不留疤 不复发

瘊子、扁平疣等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不仅

自身传染、传染家人和朋友，还有恶变的危险。

福邦“五妙水仙膏”(国药准字Z32020217)是著

名皮肤病权威周达春教授独创的外用良药。专治各

种疣、痣、汗管瘤、老年斑、肉赘、血管瘤、结节性痒

疹、带状疱疹、鸡眼、毛囊炎、疖、痈等多种皮肤顽

症。30分钟内只需抹药2到5次即可结束治疗，一次

根除不留疤，安全方便，是祛痣除疣的最佳选择！

疤痕难祛除，选药用国药
●电话：0535-7050508
●销售地址：芝罘区华医堂大药房(汽车站售票厅西临)；
海城平民大药房（壹百货北头，振华商厦东门斜对面）；
福山伟尔大药房、福山同泰；莱山万光诚润超市二楼；牟
平卫建堂；龙口：贞兰药店；蓬莱：百草大药房；莱阳：爱心
大药房；黄城：贞兰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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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集中行政复议权工作的决定》下月实施

行行政政复复议议重重要要事事项项需需市市长长签签发发

行政复议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
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权进
行行政管理的活动中，与行政管理相
对人发生争议的时候，上一级行政机
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根据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对引起
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进行复查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行政机关申
请复议：

(1)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
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
政处罚不服的；

(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
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
不服的；

(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法
规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
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
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5)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
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
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
抚恤金的；

(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
义务的；

( 8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
权、财产权的；

(9)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或者可以申请复议的其他具
体行政行为。

什么是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新政，可避“官官相护”

有很多市民认为行政复
议是“部门内部的事，自己很
难查自己”。但是由市人民政
府集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后，
将避免此问题。

“通过行政复议办公室集
中受理、审理、决定，将不会给
职能部门‘官官相护’的机
会。”24日，烟台市法制办的工

作人员说。
通俗来讲，《决定》10月1日

生效后，行政复议将由市政府
将统一受理、统一裁定，市直
各部门将不会再出现“自己家
说了算”情况。

但有集中行政复议权的
单位，仍负有对其管辖范围内
行政复议案件调查、审查并提

出初步意见的职责。
烟台法制办工作人员介

绍，把分散的权力收归政府，
有利于强化政府依法解决行
政争议的功能，也有利于避
免上下级部门间的“官官相
护”，摆脱“部门保护”，打造
更为优质的行政复议法制平
台。

新政策为“民告官”节省时间

有市民担心，申请行政复
议会需要很长时间，就打消了
自己维护权益的积极性。《决
定》对行政复议中的各个环节
做出了时间规定。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集
中行政复议权单位应当于收
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2日内
转交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办)。集中
行政复议权单位应当自收到
行政复议办转交的案件材料
之日起30日内完成调查、审查
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应当
在行政复议意见书规定的时间
内做好工作，并于收到行政复
议意见书60日内将纠正相关行

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
的情况通报行政复议办。

因市政府直接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复议决定引
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
办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应诉通
知书和起诉状副本之日起7日
内，会同有关单位提出答辩意
见，拟定行政答辩状。

行政复议“民告官”不用花钱

市民一旦与行政部门发
生纠纷，最头疼的可能就是为
打官司所付出金钱、时间等成
本，而申请行政复议正是为市
民节约维权成本设立的捷径，
由市政府统一集中行使行政
复议权后，因此产生的费用也
将由被申请单位承担。

《决定》规定，因市政府
工作部门、市政府委托的组
织以市政府名义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
讼案件，由行政复议办牵
头，相关部门、受委托的组
织负责具体落实与行政应
诉有关的各项工作，并承担

因此发生的费用。
而因其他原因引起的涉

及市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由
行政复议办牵头，相关主管部
门依照相关规定落实与行政
应诉有关的各项工作，并承担
因此发生的费用。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李永臣 ) 从
下月起，在烟台如果你打算向
公安、交通、工商、地税等 5 0多
个市直部门申请行政复议，那么
就可以直接到烟台市行政复议
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在那里
将会统一受理、审理、决定。

烟台市政府日前下发的
《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集
中行政复议权工作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将于10月1日起
实施，到时行政复议权将全部
上 收 ，由 市 政 府 统 一 集 中 行
使，这样就会改变市直各部门
对“自己的问题自己说了算”
的情况。另外，烟台范围内各
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集中行政
复议权工作，县级行政复议权
由县市区政府统一集中行使。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单
位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
省以下垂直管理单位、法律法
规授权的组织等的行政复议权
被集中收归市政府。但是，海
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
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
安全机关不在范围内。

在行政复议办下达行政复
议决定书时，涉及被申请人是
由市级领导兼任领导职务的市
政府工作部门或者组织的；被
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
两个以上市级领导分管工作
的；其他应当提请市长决定的
重要行政复议事项都要报市长
签发。

新闻延伸

中中科科院院专专家家为为烟烟台台企企业业““把把脉脉””
有关部门将对合作进行跟踪服务，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杨舒程 ) 11位中科院专家
接受了烟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孟凡
利颁发的烟台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聘
书，成为烟台“顾问”。24日，科技顾问
与烟台市82家企业负责人进行洽谈交
流，为企业发展“把脉”。

24日，科技顾分别介绍了个人的
科研工作情况以及研究领域、技术优
势和可推广的技术项目。烟台市芝罘
岛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
司等82家企业的负责人到场，就企业
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企业现阶段遇
到的瓶颈等问题，与专家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

“中科院专家的眼光肯定比我
们更远、更广，企业未来的发展需
要他们的建议。”龙口中宇机械有
限公司的总工程师邢子义说，他们
期待着专家到企业实地考察，并与

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企业攻坚克
难与长远发展都需要专家来献计
献策。

据记者了解，此次与中科院专家
洽谈的参会单位共有82家，共提出科
技难题62个、合作项目55个。在这些
参会单位中，有上市公司13家，国家、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6家，国家、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16家，工程实验室4

家，重点实验室7家，企业技术中心22

家，普遍具有完善的研发平台和较强
的科研实力。另外，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和滨州医学院等4

所驻烟高校也报名参会。
25日，科技顾问将分赴有关单位

实地考察，进一步商讨具体合作事宜。
下一步，市有关部门将对合作情况进
行跟踪服务，搞好沟通协调，帮助解决
合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支持有关
企事业单位与科技顾问和有关研究所
开展全方位合作。

中科院科技顾问来烟台是不
是“一锤子买卖”，干完就走呢？市
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敬涛说，此
次，这11位烟台政府科技顾问聘期
为5年，将与烟台市建立长效合作。

除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为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献计献策外，
科技顾问为烟台带来的将是人才、
技术、项目的一体化对接。“此次聘
请的11位科技专家，专业涉及到各
个领域，包括黄金开采、水产养殖、

化学材料等，还有对政策研究，可
以说是全方位对接。”刘敬涛说。

刘敬涛还说，虽然此次政府
聘用仅是11位科技顾问，可这些
科技顾问全部为现任或原任所级
领导，都是相关学科的国内顶尖
专家，他们同样是连接烟台市与
各个研究所的纽带，是促进两方
合作的催化剂，通过11位科技顾
问，达到双方人才、技术、项目的
一体化对接。

24日下午，科技顾问与烟台
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洽
谈，企业负责人纷纷邀请科技顾
问实地考察。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向科技顾问提出企业发
展中的瓶颈，公司目前开采标高
基本是地下500米到地下800米，
公司急需在地下1000米以下深部
进行大型或超大型金矿的探矿、
找矿工作。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副所长范宏瑞对招金集

团的科研课题十分感兴趣，25日
将到招金集团实地考察。

烟台路通精密铝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
所长谭民咨询了机器人应用的问
题。“现在搬运铸件时采取人工，
以后期望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
建设数字化的生产车间。”谭民对
使用机器人的数字化生产车间抱
有极大兴趣，表示他们可以进一
步在此领域上进行合作。

本报记者 蒋慧晨

▲24日上午，
科技顾问与烟台
企业负责人进行
面对面沟通交流。

本报记者 蒋
慧晨 摄

人才、技术、项目一体化对接

新闻延伸

企业“疯抢”顾问实地考察

头条链接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