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4 . 27 星期五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日威海B叠44版 本版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邵舒琨

办办出出入入境境证证件件五五一一起起““只只跑跑一一次次””
目目前前，，市市公公安安局局出出入入境境管管理理支支队队周周六六也也正正常常上上班班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记者
陶相银) 26日，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支队举行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5月1日起
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只跑一次”制度。
近年来，公民因私出国出

境旅游、探亲、商务等日趋增
加。2017年，威海居民办理因私
出入境证件、签注32 . 2万件次，
同比增长22 . 2%。

“只跑一次”工作制度包括
以下主要内容：

1、优化办理证照流程，出
入境管理部门将原来办理证

照需要的制证照片采集、指纹
采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
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不同
时间段、不同场所的各个环节
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
理。即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申
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的申请人到我市任何一个出
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
申办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
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的全部手续。其中在领取证件
环节，群众可以自愿选择邮寄
速递到本人或前往受理地领
取证件。另外，特别提醒国家

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除基本
材料外，还需提交本人所属工
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出
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
证明；赴台定居申请人还需办
理户籍注销手续。

2、“非工作日办证”，为上
班族办理证照提供周六、办证
高峰及节假日前延时、错峰受
理申请服务。需要提醒大家的
是，此次威海目前仅有市局出
入境管理支队周六开门办公，
各区市局、分局暂且不提供此
项服务。

3 、“ 缩 短 异 地 办 证 时

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证
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至
2 0 日 ，进 一 步 缩 短 办 证 时
限。

4、“一张表单”，一人同时
申请多本证件只需交一张申请
表，取一个号，并可根据申请人
需求同步寄送。

5、“一网办理”，申请人可
利用互联网预约办证平台提前
预约，方便申请人按预约时间
段到出入境接待窗口申办出入
境证件手续；提供申请人自愿
选择双向速递邮寄出入境证件
服务。

销毁假药
4月24日上午，乳山公安举行“查缴假药集

中销毁仪式”,40余家药店负责人及居民代表
130余人参加，160余种、3吨假药被无害化销
毁。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孙凤侠
岳秀 摄影报道

“五一”出行看过来，这些路施工

新旧动能转换

威海产业发展基金签约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记
者 高洪超 通讯员 于
淑华) 4月25日，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威海产业发展
基金首批签约仪式举行，青
岛银行、招商银行烟台分
行、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
份、山东樱聚缘农业科技分
别代表合作金融机构、基金
投资机构和拟投资企业代
表与会。

签约仪式上，与会各方
签署了共约112亿元的合作
协议，其中，威海市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司与青岛银
行威海分行、招商银行威海
分行签署了30亿元融资规
模的战略合作协议；鲲翎
(威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与5家社会资本合作方签署
了77亿元规模的基金合作
协议，与 5家拟投资项目
单位签署了约5亿元规模的
基金投资协议。

这标志着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威海产业发展基
金正式启动。

知产案数量激增

近三年结案率100%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记
者 陶相银) 4月26日是第
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25
日，威海中法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近三年来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情况。

近三年，威海市的知产
案件收案数量持续攀升，年
均增长率达到51 . 85%。其
中，2016年收案115件，较上
一年度增长61 . 97%；2017年
收案163件，较上一年度增
长41 . 74%。在新收案件数量
激增的情况下，威海市中级
法院连续两年年结案率超
过100%；案件调撤率稳步攀
升，2016年案件调撤率为
59 . 1%，2017年为78 . 7%；今
年一至三月，共审结知识产
权案件5 5件，调撤率达到
90 . 9%。

“民营企业招聘周”

15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邢
伊爽) 4月16日至4月22日，
威海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
中心组织以“精准服务促就
业、汇聚人才助发展”为主
题的“2018年威海市民营企
业招聘周”。

期间，全市共举办招聘
活动9场，442家用人单位进
场，提供就业岗位7877个
(次)，9000多人(次)入场，
1500多名求职者与用人单
位达成就业意向。

此次活动以2018届高
校毕业生为重点，同时面向
去产能企业分流职工、农村
进城务工人员、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等，入场企业主要为
威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尤其是“新特优”企业。

本报记者 陶相银

4月29日至5月1日是“五一”小长假。
本报整理交警发布的提示信息，整理了这份全市范围内

的施工路段信息汇总，出行尤其是驾车出行的市民一定要看
好。

高速免费
“五一”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含)小型车免收通行

费，时间为4月29日0时—5月1日24时。

威海市区施工路段
1.海滨路刘公岛路南侧、港北

街路口、育华路路口
2.海滨路的实验中学周边
3 .昆明路(统一路至新威路南

侧半幅)、文化路(西北山路至庙耩
路、庙耩路至少年路、统一路至新
威路南侧半幅)、新威路(陶瓷路至
世昌大道附路东侧半幅)

4 .海滨路(工商银行门前)至港
北街；北山路纪念路至海滨路(工
商银行门前)

5 .塔山东路(同心路至戚家夼
路)；同心路(塔山中路至新威路)；
花园南路(庙耩附路至高山街)

6 .顺河街人防路向东170米(人
防路与人防东路之间顺河街路段
约170米)

7.抚顺路半幅封闭施工
8 .沈阳路大连路交叉口至高

区一中施工，占用东侧一条机动
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9 .吉林路隧道西侧隧道封闭
施工

10.环海路与鞍山路路口至环
海路与沈阳路施工

11 .东海路：大庆路至滨海大
道段

12.环山路封闭施工
13 .海峰路西延(天目路-华旺

路)S301跨线桥工程上跨S301省
道，羊亭镇大西庄村S301上游部
分道路临时改道，中央分隔带西
侧双向单车道通行

14.和兴路北山灯岗至名流灯
岗路牙石以上人行道改造

15. 初村山海路的凤凰山路
路口至昊山路路口一段，全天禁
行总质量超过10吨的车辆通。初
村镇政府驻地在禁行路段内，如
果北侧车辆想要进入山海路的驾
山路以南路段，可以从凤凰山路
进入初张路，再经驾山路、石岭路
等路段，进入初张路；反之，从南
侧进入凤凰山路北侧的山海路，
也可以通过同样的路线行驶。

16. 威青一级路：K0+300-K4
+300。

17 . 303省道草庙子镇前往汪
疃方向(双向)，从草庙子去往汪疃
的，请绕行S202(原)或江苏西路。

荣成市施工路段
1 .文化路、伟德路大部分已全线开通，但仍有部分小路段会临

时封闭，具体时间不定。
2 . 301省道俚岛至成山六中红绿灯路段。
3 .成山镇环湖路路段。
4 .宁木线(宁津红绿灯至朝阳路东首)。
5 .东山红绿灯渠化施工。

乳山施工路段
1 .胜利街，广电灯岗——— 老热电厂灯岗全线施工，道路半幅双

向通行。
2 .世纪大道南端，城南河——— 开发街路段实行改造，施工期间

道路半幅保持双向通行。
3 .国安路，建设银行总行———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道路全封闭

施工。

文登区施工路段

205省道葛家镇生格庄至界石镇蒿耩村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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