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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四千余事项可用“电子身份证”办理
淄博政务服务尝试新做法，可应用于核验身份等三种办事场景

本报淄博5月15日讯(记者
马玉姝) 15日，淄博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淄博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联
合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获
悉，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在全省率先推
行的“电子身份证”应用政务服务
领域，于15日正式启用，首批将市
场准入、商事登记、人社、医保、不
动产、税务、公积金等10个政务服
务领域的4067项事项纳入“电子
身份证”应用试点，其中市级事项
229项，区(县)级事项3687项。

“我来帮同事办业务，但她的
身份证正在用，没有提供给我原
件，这样还能办理吗？”15日上午，
在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妇幼
保健院刘女士代替同事去办理护
士职业证注册。得知情况后，工作
人员首先审核了纸质材料，确认

无误后称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
办理。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不到3
分钟，刘女士就帮助同事办理了
护士执业注册。

“原本以为没拿身份证，需要
再跑一趟，没想到通过‘电子身份
证’就可以办理。”刘女士说，这不
仅便捷省心，也消除了身份证件
在转交过程中容易遗失的顾虑。

据工作人员介绍，“电子身份
证”与身份证原件不同，上面带有
淄博市公安局防伪标志，全市各
级政务服务机构认定‘电子身份
证’法律效力等同于实体身份证。

据了解，目前“电子身份证”
可应用于三种办事场景。一是对
于需要核验身份证原件的事项，
办事群众可通过“淄博微警务”微
信公众号获取本人的“电子身份
证”，办事群众只需出示“电子身
份证”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二是

对于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事
项，办事群众只需出具“电子身份
证”数字码，窗口工作人员通过该
数字码登录相关网页自行打印

“电子身份证”信息，全市各级政
务服务机构将视该信息等同于实
体身份证复印件，无需再提供实
体身份证复印件；三是对于需录
入个人身份信息的办理事项，群
众只需出示“电子身份证”上的二
维码，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扫描该
二维码，即可直接将办事群众的
身份信息导入后台业务办理系
统，无需人工录入，大幅缩减办理
时间。

下一步，淄博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加快推出第二批电子身
份证应用事项清单，同时，全方
位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
等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域的
应用。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者
巩悦悦） 5月14日，山东中医药
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相继发布了
学生返校通知。15日，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等四所高校也“官宣”了学
生返校时间。山东高校陆续公布
返校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布学
生返校时间的高校有中国海洋大
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潍坊职业
学院、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
岛职业技术学院。

定于5月16日返校的高校有
三所，其中山东中医药大学定于5
月16日起安排学生分批分期、错时
错峰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和要求由
各学院“点对点”通知每名学生。此
外，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泰安长城路
校区毕业生将于5月16日返校。通
知还对超市、餐厅、班车等的运营
做了部署安排。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也从16日起分批返校。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5月18
日，潍坊职业学院将迎来第一批
返校的学生。记者了解到，第一批
返校复学的是2017级“3+2”本科
专业学生。学校特别强调，非毕业
年级学生返校另行安排，未接到
学院通知之前，一律不得返校。定
于5月18日起安排学生分期分批、
错峰有序返校的，还有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5月14日，山东理工大学发布
消息称，学校研究生和毕业本专
科生将于5月19日开始陆续错时
错峰返校。

15日，中国海洋大学发布通
知称，定于5月23日起组织学生分
批次、分生源、错峰有序返校。

大多数高校的返校通知中，
明确提出具体返校时间和相关要
求由各二级学院通知到学生本
人，未接到通知的一律不返校。并
提醒学生根据要求做好返校前准
备，并在返校途中做好自我防护。

据了解，5月14日，省教育厅
发布通知明确提出：通过开学条
件核验的高校（含驻鲁部属高校）
非毕业年级学生5月18日—28日
陆续返校复课，具体时间由驻地
市会同高校研究确定。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
监察专员李明柱15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非常重视与
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曾邀请世卫组织
来中国现场考察，“拒绝世卫组
织去武汉实验室”的说法不符合
事实。

李明柱介绍，1月20日至21
日，中方接待了世卫组织的专家
组赴湖北武汉考察，专家组访问
了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实验室，
与湖北的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2月16日至24日，接待了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
分别赶赴北京、四川、广东和湖
北武汉，全方位、深入调研疫情
形势、防控措施、医疗救治、科
研攻关等情况，他们也对中国
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就疫情防控
提出了非常有价值、有建设性的
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没有就
参观某一个实验室提出过请
求，所以‘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去
武汉实验室’的说法是不符合
事实的。”李明柱说，自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一直本着公开、透
明、负责任的态度向世卫组织
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与
世卫组织专家之间建立了技术
交流机制，召开了多次技术交
流会议。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复杂，中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在
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国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
介绍，近日，国家卫健委与中东
欧国家以及德、英、日、韩等国的
卫生部门负责人通话或视频连
线，召开多场中非抗疫视频交流
会，还派出多批专家组赴有关国
家支持当地抗疫工作。

针对丰巢公司智能快件箱
收费问题，国家邮政局近日约
谈丰巢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
要求丰巢公司积极采取措施，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着手研究
解决方案，调整完善收费机制，
回应用户合理诉求。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智能快件箱运
营企业在合理保管期限内不得
向用户收费。为保障消费者权
益，确保末端网络稳定，尽快恢
复社区正常投递，丰巢公司要
尽快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智能快件箱的设立和运营
属于市场行为，又具有一定公
共属性。邮政管理部门将促进
智能快件箱、公共服务站等新
业态发展，抓紧制定新业态服
务规范，探索创新公共服务设
施管理机制，推动将智能投递
设施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范畴。

邮政管理部门将对快递企
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投递快件
到智能快件箱、公共服务站等行
为进行查处，并督促快递企业加
强管理，充分保障用户的知情
权、选择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用邮需求。

15日晚，丰巢发布声明向用
户致歉，并对用户服务做出如
下调整：将协助快递员征得用
户同意后投件入柜；调整用户
免费保管时长，由原来的12小
时延长至18小时，超时后每12
小时收费0 . 5元，3元封顶。国
务院规定的节假日不计费，写
字楼周六日（休息日）不计费；
为感谢已付费用户的支持，截
至2020年5月19日所有已付费
的单次付费、月卡、季卡的用
户都将获赠一个月的丰巢会
员待遇。因系统升级原因，以
上调整措施将在5月20日全国
生效。

据新华社

山东高校陆续公布返校时间
错峰有序，提醒学生不要提前返校

拒绝世卫组织去武汉实验室?

国家卫健委：不符合事实

丰巢免费保管时长

由12小时延至18小时

“看到学校发布的毕业
生返校通知，感觉我们的校
园生活马上就要回归了，心
里很期待。”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泰安长城路校区的大
一学生晓宇说道，她打算回
学校以后，先打扫一下卫
生，看看床上的被子怎么样
了，“还要把年前从图书馆里
借的书还回去”。

自放假以来，晓宇已经
在家待了四个来月。虽然已
逐渐适应了居家学习的模
式，但她心里还是对返校充
满了期待。“在学校里有老
师督促，和同学们在一块学
习效率更高。毕竟快要考试
了，还是想尽快回到校园生
活中去。”

受疫情影响，今年1月底
省教育厅发出通知，明确指
出高等学校、技师学院、中职
学校（含技工学校）的开学时
间不早于2月24日。此后，山
东再发两次延期开学通知。

在学子们等待复课的
日子里，山东一直在为高校
复学做着准备。其中，3月上
旬的“最严开学条件”更是

刷爆了“朋友圈”。从返校安
排、校园消杀，到晨午检制
度、食品留样，再到教学衔
接、学业检测，“任务清单”
一一列出，一项不合格就不
得开学。

5月6日起，山东全面启
动了全省高等学校开学条件
核验工作，十天时间里，各地
核验组成员按照《核验细
则》，对全省高等学校逐校逐
项进行核验。现场核验绝非
走过场，一位核验组成员告
诉记者，曾当场指出某高校
存在的问题，要求其立行整
改。

距离复学的日子越来越
近，对于学校来说，疫情防
控的考验更大了。山东理工
大学党委书记吕传毅就指
出，学生返校是对学校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次“大考”，也
是对学校前期工作的全面
检验，容不得丝毫疏漏，决
不能掉以轻心。要将学生返
校作为近期工作的头等大
事来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巩悦悦

一别数月，满心期待
想尽快回归校园生活

山东中医药大学进行返校演练。（资料片）

淄博市民使用“电子身份证”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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