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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底起起荣荣——青青驾驾车车 能能省省一一小小时时
荣文高速年底竣工，荣成市民自驾去济南、青岛、莱阳不绕路

近期，荣文高速进入路
面施工阶段。2013年开始施
工的荣文高速如今已建设得
初具雏形，今年年底，荣文高
速主体工程即可完工。之后，
荣成人家门口将贯通首条高
速公路，荣成市民自驾出行
更加畅通无阻，去青岛、莱阳
及济南可少绕50-60公里路，
能节省一小时左右。

一季度文登法院

执结案件36件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孟
霏) 1-3月份，文登法院共执结
案件36件，为40余名农民工追回
工资共计137 . 4万元。

文登法院严格落实“查银行、
查车辆、查房产、查债权”的“四
查”制度，组成财产查控小组，充
分利用司法查控网，最大范围查
询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被执行
人及家属财产情况，提高案件执
行到位率。此外，缩短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的执行流程，一旦发现
相关问题，立即采取查封、冻结等
强制措施防止财产转移。

再者，与公安、检察机关等部
门对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
打击侵害农民工权益行为的合
力；建立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收案
绿色通道，随时申请，随时审查。
执得执行款后，两日内向申请人
发放执行款。对生活困难的，符合
救助条件的农民工，积极帮助其
按规定程序申请司法救助。通过
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开通服务热
线等方式，主动告知当事人执行
进展情况和有关权利。

充分发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作用，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录入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
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
机构、金融机构等通报，扩大失信
名单的影响范围，依法对被执行
人予以信用惩戒。

荣文高速既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荣成至乌海线起始路段，
也是山东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建设将结束荣
成市无高速公路的历史，使荣
成市与内陆地区的沟通更加方
便快捷。

荣文高速起自荣成市崂山
办事处北S301省道石烟线，向
西经荣成滕家镇、大疃镇，文登
高村镇等8个镇办，终点止于
S24威青高速泽头收费站北。项
目主线全长40 . 396公里，路基

宽26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同步建设荣成
连接线8 . 273公里，文登南海新
区连接线9 . 915公里。

22日，记者在荣文高速宋
村西枢纽互通立交桥附近的施
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忙
着进行封层及筑基等工作。荣
文高速三合同段项目经理梁成
学介绍，5月底，荣文高速宋村
西枢纽互通立交桥附近路面将
铺设沥青，立交桥预计10底竣
工，整个荣文高速工程预计年

底竣工。
截至目前，荣文高速全线

路基工程累计完成土石方填筑
约5 4 0余万立方米，占总量的
95 . 7%；桥涵工程的大中桥灌注
桩、桥梁立柱、桥梁盖梁、桥涵
砌体工程已基本全部完成；预
制梁板累计完成2384块，占总
量的78%；现浇箱梁累计完成
18075立方，占总量的56%；全线
路面水泥稳定底基层累计完成
12万平方米，占总量的11%；全
线路面水泥稳定下基层累计完

成11万平方米，占总量的11%；
全线通道、涵洞累计完成2700
米，占总量的80%；全线路缘石
预制累计完成81475米，占总量
的49%；全线桥面铺装累计完成
50559平方米，占总量的39%；全
线防护工程累计完成46451立
方米，占总量的38%。房建工程
临建设施已全部完成，主体工
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绿化、
交安和机电工程近期进行招标
工作。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 . 6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51%。

藻 荣文高速年底竣工 荣成告别“无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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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23日，2015年度注册安全
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开始报
名，报考人员别错过时间。

2015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定于9月5、6日举
行，考试采取网上报名、现场审
查、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其中，

网上报名时间为4月23日9：00—
5月7日16：00。据悉，注册安

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
施滚动管理。参加4个科目考试
(级别为考全科)的人员必须在
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
目；参加2个科目考试(级别为免
二科)的人员必须在1个考试年

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
资格证书。

为便于考试报名和相关工
作的统一开展，应试人员须通
过 应 试 人 员 须 通 过
www.cpta.com.cn(中国人事考试
网)或http：// zg.cpta.com.cn/
examfront(报名登陆界面)网站

进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缴费。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有关规定，应试人员须持
二代居民身份证报名及参加考
试。2015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在枣庄、东营、威
海、日照、德州、聊城、菏泽设置
考区。

注注册册安安全全工工程程师师考考试试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于洋 ) 22日上
午，公安环翠分局城里派出所
民警将涉嫌偷手机的女子唐某
抓获。1 6日晚，唐某回家途中
在他人的轿车内偷走了3 0多
部手机。目前，唐某已经被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17日早，家住黎明巷的曹
某报警，称他放在车内的31部
新手机、客户送修的一部苹果
手机，还有两部平板电脑和一
个刷机设备被盗，涉案物品市

场价格为2万余元。据了解，曹
某在张村开了一个店面，16日
晚他将店内的手机带回家，当
时所有的手机由3个白色的大
塑料袋包裹。下车时，曹某一
手抱着小狗，只带走了一个白
色袋子，本以为回家后返回取
另外两个袋子，没想吃饭时竟
然忘了，另外两个装手机的袋
子被遗忘在了车内，第二天一
早发觉丢失。

曹某称，轿车的车锁和车
门并没有撬动的痕迹，轿车的
车门锁以前发生过故障，有时

会锁不上。
随后民警调取了该路段的

监控视频，视频显示16日23时22
分，一名女子拎着两个白色的
大塑料袋，经过该车停放的位
置，经失主辨认，女子手里拿的
就是他丢失的装手机的袋子。

监控视频显示，和该女子
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名男子，3
人在路口处打车离开现场。随
后民警通过布控，找到了该女
子的踪迹。2 2日早，民警在高
区某饭店内，将涉嫌盗窃手机
的女子抓获。起初，女子百般

抵赖，最后，在民警的劝说下，
该女子终于承认了盗窃手机的
犯罪事实，并带着民警前往宿
舍将涉案手机拿出。据女子唐
某 交 代 ，当 晚 她 和 朋 友 去 吃
饭，回家途中看到一辆车内放
了两个白色的包裹，唐某随后
将车门拉开，并拿走了包裹，
回家打开一看才知道是新手
机。

民警提示广大车主，锁车
后一定要拉一下车门，确认是
否锁好，车内不要存放贵重物
品。

车车门门没没锁锁好好 小小偷偷捡捡个个大大便便宜宜
车主放在车内的31部手机、两个平板电脑全被小偷拎走

之前，从荣成自驾到莱阳、
济南及青岛走路，需绕行威海
或文登区境内部分路线到达威
青高速前往目的地。荣文高速
建成后，荣成市民可从荣文高
速出发，通过荣文高速匝道可
快速通向威青高速，省去绕行
威海及文登区境内路线，省路

长50-60公里，省时约一小时。
荣成公路局工作人员介绍，

之前出行，威海市区、文登区及
乳山市民走威青高速都很方便，
但荣成走威青高速需绕行不少。
所以，荣文高速的建设，对荣成
的意义尤为重大。它将进一步完
善区域公路网布局，为沿线市民

提供直达、安全、经济、舒适的交
通服务，进一步促进荣成市物
流、旅游、客运等方面的经济发
展，同时对于荣成市正在推进的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城乡一
体化先行区建设都将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

另外，从威海公路局了解

到，文登至莱阳高速公路几年
内也将陆续实现竣工及通车。
文莱高速与荣文高速将贯穿一
线，与威青高速地理位置联系
也非常紧密。一旦文莱公路实
现通车，从威海驾车去济南将
不再需绕行青岛部分路段，自
驾将省时一小时左右。

藻 荣成到济青 都省不少路

本报记者 冯琳

荣文高速三合同段项目
经理梁成学介绍,荣文高速建成
后威海各地区至周边地区的交
通情况。

记者 冯琳 摄

环翠区“端”掉

千余个“小铁锅”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孟
霏 ) 自3月初起，环翠区张村镇
开展整治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活
动，至4月21日共查处收缴了1000
多个违规按装的卫星地面设施。

为了保证卫星地面设施专项
整治取得成效，工作人员利用宣
传车，进农村、入社区，加强卫星
设施法规的巡回流动宣传。印刷
了《关于严禁擅自安装和使用地
面卫星接收设施的通知》大公告
1000份，小宣传单10000份，进行
广泛张贴和发放。在宣传期过后
未主动拆除卫星设施的，执法工
作人员将开展清查。对认错态度
好的安装户，采取现场录象等方
式，摘下高频头、拆除天线，使小
铁锅无法使用；对态度蛮横的钉
子户，由文化执法、公安、广电网
络等部门一起，现场执法录象，强
制拆除；而对于部分未在家的住
户，执法人员在其房门上张贴了
自行拆除通知。

环翠区文化执法局工作人员
介绍，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俗
称“小铁锅”，其销售、安装和使用
行为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
通过后才能进行。生活中，不少住
户为了图便宜，擅自安装“小铁
锅”，这种行为属于违规。今后，环
翠区还将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查
处擅自安装小铁锅的行为。

日前，第30届山东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评选结果揭晓，荣
成市第二十七中学报送的作品全
部获一等奖，分别为《多用途折叠
式旅行拖车》、《绿色海带，红了生
活，绿了环境吗—海带产业对环
境及生活影响的探究》、《水压能
动水质净化器》、《“轮杆变幻”演
示仪》、《走进“第二课堂”培养学
生科技创新能力》。

通讯员 王菲 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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