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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55项项服服务务，，市市民民上上网网可可办办理理
威海“市民网”正式上线，年底，服务事项将达1001项

本报威海10月19日讯(记者
王帅 ) 18日，威海市民网正

式上线。市民网整合了威海全
市政务、公共和便民服务信息
资源，市民登陆即可办理各类
事项，享受各类生产生活服务。
目前，市民网提供445项服务内
容，2014年年底，服务事项可达
1001项，服务能力达90万用户。

威海市民网是威海智慧城
市、信息消费和信息惠民城市
建设的重点项目，是市政府向
市民提供政务、公共和便民服
务的官方权威平台。它运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依托统一的网络身份识别，
以“实名制”为基础，整合政务
服务、公共事业、商业消费等服
务资源，通过个性化功能主动
向市民推送交通、医疗、社保、
教育、旅游、住房、就业等各类
信息，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综合
服务。

目前，市民网有“我的服
务”、“我的声音”、“我的空间”3
大频道，“办事大厅”、“融合账
单”、“智能出行”、“医疗健康”
等9个版块的服务，包括查询水
电暖和公积金账单、政民互动、
证照办理、婚姻家庭、教育就
业、医疗保障、交通出行、居家
养老、旅游休闲、市民办事、网
络空间等445项便民服务内容。

威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副主任马龙说，市民网上
线为市民提供了信息消费服

务的频道。预计2014年年底，
威 海 市 民 网 服 务 事 项 可 达
1 0 0 1 项服务，范围涵盖环翠
区、高区、经区、临港区，服务
能力达90万用户；2015年服务
范围将延伸至荣成、乳山市以

及文登区、南海新区，平台服
务能力达2 8 0万用户，服务事
项达1519项。

据悉，威海市民网项目采
取“企业投资建设运营，政府购
买服务”全新模式，进行市场化

运营，使政府惠民、企业发展、
市民受益三方共赢。威海市民
网由威海智慧北洋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建设运营，该公司由神
州数码与威海北洋集团共同投
资设立。

50扇漏水窗户

被责令整改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张良 于佳琦) 7
月起，威海新建、改建、扩建的住
宅工程必须进行外窗水密性能现
场淋水检测。目前，环翠区1602樘
外窗接受了淋水试验检查，50扇
由于漏水被责令整改。

淋水检测分为淋水自检和淋
水抽样检测。被检查出渗漏的部
位，须进行整改，合格后方可进行
淋水抽样检测；淋水抽样检测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在建设(监理)单位的见证下进
行。淋水抽样中，抽样数量每个单
体工程不少于外窗总数的10%，
并不少于6个窗，不足6个时应全
数检测。

淋水检测应在外窗安装(含
密封胶)、外墙施工结束后进行，
淋水检测部位包括窗扇与窗框之
间的开启缝、窗框之间的拼接缝、
拼樘框与窗外框的拼接缝及框与
洞口的安装缝等可能出现渗漏的
部位，上窗沿和下窗沿应各被持
续、均匀直射喷淋10分钟。

未通过检测项目被责令整
改，合格后方能竣工。淋水检测实
验环境比自然环境还恶劣，因此，
新小区业主再也没有居住后才发
现窗户渗水的烦恼了。

目前，环翠区住建局共对胜
丰·香江小镇、天恒·龙泽府等9个
项目、47个单位工程累计1602樘
外窗进行了淋水试验检查。其中，
7个单位工程的50扇窗出现漏水
现象，合格率为96 . 9%。针对淋水
试验发现的问题，环翠区住建局
质监站将责成相关单位逐条整
改，整改后对其进行复淋检测，在
竣工验收之前解决外窗渗漏问
题。

威海有31个过期

药品回收定点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王
帅) 19日，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举办“安全合理用药，维护
身体健康；杜绝假劣药品，保障用
药权益”宣传活动。当日，不少市
民将过期药品送到活动现场。

活动由安全用药知识问答开
始，不少市民现场互动，回答相关
药品知识。互动问题与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包括过期失效药品产
生的危害、什么是假药、如何判断
药品的有效期限等。对于市民的
问题，该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
解答，如盲目吞服止痛药或导致
死亡，用水服药喝多喝少有讲究，
润喉片勿当零食，长期口含反而
伤喉等。

据了解，回收过期失效药品
监管机制已在威海确立7年时间，
回收过期失效药品的定点单位由
最初威海市区的3家，增加到全市
范围内的31家，其中市区有13家。
据悉，各定点回收单位将定期把
过期药品移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该部门将统一进行销毁。

目前提供查询类、指南性信息

威海市民网有3大频道、9个
版块，目前主要向市民提供查询
类、指南性的信息，以后或增加
支付等功能。

进入威海市民网页面，未
注册或未登录用户可以查看办
理证件步骤，酒店、停车场位
置等公共信息；手机注册用户
可以查阅水、燃气、电力、车辆
违章记录等相关账单信息；用
身份证件实名验证的市民则可
以查询公积金和社保信息。以
五险一金为例，今后，市民再
也不用带着身份证到各个部门

窗口逐一询问，也不用到各个
网站分别查询，只需在市民网
订阅五险一金账单，就可随时
了解自己所有费用的缴纳和支
出情况。

除此之外，威海市民网还以
服务超市为载体，纳入了与市民
密切相关的便民和商业资源。它
能为市民接入家政服务、促销打
折、理财保险、养生保健、家居装
修等服务。目前，市民网已接入
的全国资源有58同城、滴滴打
车、快递100、畅途网、景点通、课
程格子等。

今年将推出市民卡、电子站牌

2013年1月，威海被评为首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智能公
交、智慧交通、市民卡、市民网、
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慧教育
成为威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七大
重点项目。

作为智慧威海的核心组成
部分和首推项目，市民网是由企
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政务类和
部分公共类服务，免费供市民使
用。

市民网正式上线仅仅是个
开端，威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马龙介绍，随着智慧城

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智慧交通、
智慧公交也已初见成效。今年，
威海还将陆续启动市民卡、电子
站牌、智慧旅游等项目，将威海
打造成国内移动互联、为民服务
先行的示范城市。智慧医疗、智
慧教育等重点项目也在建设中。

目前，威海已是我国多个先
进示范城市试点。2013年12月，
威海被评为首批国家信息消费
城市试点；2014年7月，威海被评
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2014
年10月，威海被评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市民网”上都能办啥事？记者带你瞅瞅

“我的服务”

网上办事：职业资格、证照
服务、五险一金、生产经营、社
会保险、林业类、婚姻登记、道
路运输类、兵役服务、产权类、
户口类、计划生育类、民政类、
社区服务、生育收养、养老关
怀；

融合账单：水账单、燃气账
单、社保账单、公积金账单、车
辆违章查询；

教育生涯：教育资讯、学校
资讯、政策法规；

旅游咨询：酒店预订、旅游
服务、印象威海、吃住游购娱；

智能出行：电子警察、交通
出行、学车服务、行车服务、公

交出行；
医疗健康：健康资讯、健康

档案、献血光荣、医疗机构；
职业生涯：人才引进、就业

培训、就业指南、就业资讯；
公安在线：消防援助、网上

备案、网上报警、锁具修理指
南；

生活周边：乡村旅游、居委
会、58同城；

“我的声音”

微观、微调查、今日威海、
政民互动；

“我的空间”

我的个人信息、我的消息、
我的足迹；

如何登陆：
1 、电 脑 ：登 陆 网 站

(www.whsmwy.com)
2、智能手机：安装手机客户

端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公众号：
威海市民网)

3、自助终端
4、热线：拨打5565678，查询

相关内容
5、市民网服务站(服务站正

在筹建中，市民可在服务站中
登陆享受政务、公共、商业和便
民服务。)

如何注册：

用户注册顺序：在市民网

“登陆 /注册”位置，点击注册
按钮；打开注册页面，设置用
户名、密码，输入手机号码和
验证码，提交注册；页面提示
成功注册并显示登陆状态；温
馨 提 示 ：注 册 成 功 后 再 次 登
陆，市民可用手机号或用户名
登陆。

如何实名认证：

1、线上认证：登陆市民网，
在线提交个人信息与身份证正
反面照片进行认证；

2、线下认证：携带身份证到
市民网便民服务大厅办理。

日前，威海市国税局召开了
特邀监察员工作会议，听取了特
邀监察员对国税部门在执法、服
务、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拓宽了民主监督渠道。

会议上，威海市国税局还换
届新聘特邀监察员10名，其中中共
党员5名，民主党派成员5名，分别
来自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成为加
强外部监督的一个“新的起点”。

通讯员 张桥飞 张云海

市民用自助服务终端体验市民网。 记者 王帅 摄

相关链接

市民现场办理市民网市民认证手续。 记者 王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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