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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增增77家家医医院院可可异异地地即即时时结结算算
本埠此前只有文登整骨医院接入山东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晓静) 记者从
市社保服务中心获悉，4月1日
起，省内其他地市参保人员在
威海市立医院等8家医院就医，
可即时结算。

为方便省内参保人员在威
海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即时结
算，4月1日起，在原有文登整骨

医院1家联网结算医院的基础
上，威海新增7家医院纳入山东
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

省内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员，符合转诊及异地安置条件，
需在威海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
疗的，经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审核，办理异地就医住院

备案手续后，即可通过山东省
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在威
海8家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
住院费用。

目前，被纳入山东省异地
就医联网结算平台的8家医院
中，威海中心城区有3家，分别
为市立医院、四○四医院、市妇
幼保健院；文登区有2家，分别

为整骨医院、中心医院；荣成2
家分别为荣成市人民医院、石
岛人民医院；乳山为乳山市人
民医院。

省内其他地市参保职工和
居民在这8家医院就医，出院结
算时只需缴纳个人自付部分，
无需再全额垫付医疗费用，专
门回参保地报销。

齐鲁首席技师

开始选拔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刘道一) 记者从威海

市人社局了解到，齐鲁首席技师开
始选拔，各市区、单位可推荐。

齐鲁首席技师是高技能人才
队伍的杰出代表，必须从获“威海
市首席技师”称号的人选中推荐，
重点从经济社会发展支柱产业、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遴选。
各区市最多可申报2人，市直各相
关单位可申报1人。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刘涛 ) 日前，省
道206牟白线、省道301石烟线
等 6项大中修工程已开工，预
计10月底前完工。现场多采取
半幅施工，司机应注意减速慢
行或绕行。

6项工程具体包括：省道
206牟白线乳山牟平界至南黄
段28 . 519公里、省道301石烟
线荣成斥山至崖头段2 0 . 3公
里、省道3 0 5石泽线文登靳家
店子至草埠段29 . 463公里、省
道202威青线乳山迟家河桥至
炉上河桥段11 . 482公里、省道
704环海路经区至荣成段45公
里、省道2 0 4初张线文登大五
里至张家埠20 . 798公里等6项
国省道大中修工程。随着天气
回暖，这些公路大中修工程已
全面开工。今年公路改造工程
的总里程数达229公里。

6项大中修工程基本均采
取半封闭施工，尽量减少对市
民出行的影响。

大中修公路工程为何扎堆
春夏季施工，威海市公路局工
作人员表示，公路施工对天气
和温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沥青
的铺设对温度有非常高的要

求，每年黄金施工季节是4月
份至1 0月份，4月初开工的路
基桥涵工程，5月以后达到铺

设沥青所需的较高温度要求。
如 在 低 温 下 铺 设 ，沥 青 降 温
快 ，不 能 和 道 路 完 美 粘 在 一

起，容易影响道路铺设质量，
所以公路维修大都“扎堆”4月
至10月份。

司司机机注注意意，，66条条省省道道半半封封闭闭施施工工

“爱”来了 幸福还会远吗
全新爱丽舍，当这个词冲进

你的大脑皮层的那一刹那，相信
“爱家好男人”的形象立马在你的
脑海中生根发芽。你首先想到的
可能是一个“爱家好男人”。作为
万千“爱家好男人”中的一位，重
庆的24岁小伙儿吴先生深深地认
为全新爱丽舍带给他的不仅仅是
生活上的便捷舒适，更是他婚姻
幸福路上的一个知己伙伴。

“爱”的陪伴 细微之处见真情

吴先生和爱人范小姐相识
于2010年，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
虽说在恋爱的时候，什么距离
啊，时间啊都不是问题，但因为
心疼女朋友，不愿让她在公共交
通上来回奔波，吴先生决定与女
朋友范小姐共同购置一辆代步
车，打造两人的专属空间。说起

范小姐，吴先生满眼深情，他说
她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女孩
子，所以只有法系车可以配上
她。综合空间、配置以及车辆品
质等因素，高性价比的全新爱丽
舍成为了首选。于是，小两口在
去年12月购买了红色手动舒适
版全新爱丽舍。

吴先生和爱人都喜欢运动，
喜欢出去游玩，没车的时候出行
不便，也不愿意去近郊游玩，自
从有了全新爱丽舍，外出就变得
轻松简单。近郊游成了两个人的
新爱好，无论是钓鱼、烧烤、看星
星，还是爬山、涉水、散心，小爱
寸步不离的陪伴着他们，485L的
大肚量给钓鱼竿，烧烤架，帐篷
都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我平时
很喜欢运动，上大学时我是我们
学院篮球队的，她(范小姐)经常

去看我打篮球。”提起篮球，吴先
生显得格外“得意”。

“爱”的默契 挑战中携手前进

5年的朝夕相处使吴先生和
范小姐“心有灵犀一点通”，今年
5月份全新爱丽舍品质挑战赛第
二季重庆站开启，热爱运动的吴
先生对爱人和爱车信心十足，于
是，便报名参加了重庆分站的挑
战赛。最终，两人配合默契并成
功取得了重庆分站的冠军。

此次品质挑战赛共设有4个
环节，分别为：爱的奔跑之节油
挑战、爱的享受之品味挑战、爱
的寻找之智慧挑战，以及爱的包
容之容量挑战。

在第一项“爱的奔跑之节油
挑战”中，吴先生驾驶全新爱丽
舍从4S店出发至金佛山，途中经

过拥堵的市区
道 路 ，畅 通 无
阻 的 高 速 公
路 ，以 及 坎 坷
不平的乡间小
道 等 路 况 。凭
借自己高超的
驾 驶 技 术 ，以
及爱车给力的
1 . 6LCVVT动
力 装 置 ，最 终
吴先生以4 . 89L/100KM的最低
油耗，夺得第一关卡第一名。

“爱”的收获 平凡中守卫幸福

在全新爱丽舍的陪伴下，吴
先生和爱人历经了生活的酸甜
苦辣，平淡中见真知，平凡中见
真情，经历了一千八百多个日日
夜夜的相守，在全新爱丽舍的见

证下，今年八月吴先生和范小姐
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终于步
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有人说：有爱，就有了一切！
那么，当“爱”来了，幸福就在不
远处了。在吴先生和范小姐相
识、相爱，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的
路途中，全新爱丽舍一路相随，
点滴陪伴。

威海集光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71002200068245)丢失，声
明作废。

威海驰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913710023490
74715B)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
立，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公公告告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冯琳)

威海发青岛、烟台的班车停
靠站点增多，方便去往流亭机
场等地的旅客就近下车。

青岛班次，威海汽车总站
发车时间：从早6：15至下午18：
58，上午发车时间为6：15、7：15、
8：00、8：45、9：30、10：00、10：30、
11：15、12：00，下午每15分钟一

班。
威海汽车北站(后峰西)发

车时间为6：30、7：30、8：45、9：
45、11：15、12：20、13：05、14：05、
16：25，高区的旅客可就近乘
车。

上午所有班次都途经青岛
流亭机场候机楼、青岛四方长
途汽车站，下午班次全部经城

阳北站、流亭机场候机楼，终点
到火车站，下午其他班次途经
青岛流亭机场，终点到青岛四
方长途汽车站。

同时，威海汽车站发往烟
台的豪华客车发车时间为：从
早5：55分发车，每20分钟一班，
晚班至17：58，流水发车，始发
威海汽车总站、全部途经威海

北站。早晨第一班车目的地为
火车站，下一班车目的地为烟
台汽车总站，其他班次目的地
依次类推。

即日起，威海汽车站提供
该线路沿途下客服务，客车到
达烟台市里后可在东站、烟台
大学、海滨小区、虹口站点等就
近下客，最大限度方便旅客。

长长途途汽汽车车青青烟烟班班线线，，沿沿途途停停靠靠站站点点增增多多

市老年大学舞蹈

登上央视舞台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刘新芳) 近日，威
海市老年大学原创舞蹈作品《守
望》参与CCTV3综艺频道《舞蹈
世界》栏目录制，得到一致好评，
这也是《守望》既荣获第六届山东
省老干部艺术节“优秀节目奖”后
的又一殊荣。

市老年大学舞蹈队成立于
2008年，是近年来活跃在群众文
化活动中的领军队伍，先后创作
了《荷花赋》《战争中的女人》《娘》

《守望》等一批艺术水准高、思想
境界深、社会反响好的优秀作品。

舞蹈作品《守望》以海边女人
日常生活劳作为创作背景，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首次实现编曲、编
舞、服装全原创的突破。整个舞蹈
中，演员将渔家女人巧织渔网、盼
夫归来、喜获丰收等海边劳作情境
表现的淋漓尽致，歌颂了渔家女人
勤劳、质朴、坚韧的优秀品格。节目
将于6月份在央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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