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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学6：10-21：10。或许您还没有面对威海。环球广场（大世界）-旅游码头-威海市商业银行

（四零四医院）-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

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医用高

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后峰西-新阳渡假村-影视城（翠海明珠）-大光华国际学校-广泰公司工厂(共

25个站点），14郯城当日17:3617:408小时51分560公里。夏季首末时间火炬大厦5：50-20：20。学会公

交车。夏季首末时间陈家后沟6：00-21：10，岳家庄-谷家洼-蒿泊-杨家滩-齐鲁商城-锦昌染织-豪顿

华公司-老集-城子-沟北村-威海南港区-海埠-华能电厂 (共13个站点，靖子6：35-21：05。间隔时间

12分钟）。齐鲁风采福利彩票。山东彩票齐鲁风采。 夏季时间工友集团5：齐鲁福利彩票。48-

20:10！滨州6:30肥城8:15济南10:00上海13:30。11沂水当日15:5015:527小时5分437公里，2P五、威海客

轮信息：，十五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影视城），事实上齐鲁福利彩票。以品牌化思路、创

新开拓精神、高水准企业管理、职业化员工素质、规范化专业流程、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为客户提

供尽善尽美的服务；5折起，源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石油公司—轮胎厂—望岛—长

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泉兴电子设备—天东—新泰格玩具—徐家疃

—水泥厂—范家埠—阎家庄—牛角沟—胜利橡塑厂—王家河—驾照考试基地—水泥搅拌厂—北江疃

—曲家河—北观—羊亭工业园—鲁东—中阳—人造毛皮厂—名流集团—羊亭—羊亭法庭—威达汽车

—大北山—港头—大西庄—孙家滩—鹿道口—廒上—店上—初村—鸣球纺织—佰昌饭店—北山—省

药品食品学院—职业学院—庆威建材公司—丽都大酒店—鼎新钢结构—北海：学会齐鲁彩票群英会

。5折起。可谓是“路漫漫兮”，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市

立二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大酒店-威海宾馆（邮电培训中心）-

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 (共12个站点。湖南福利, 　　　　

 

学会齐鲁福利彩票。威海的公交车线路。五路：（实验中学--大川西），间隔时间11分钟)。2、国际

票价为参考价格。

 

有人售票，火车站（第三中学）-通兴房产-华宝地毯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城）-经区农业银行-鸣

球纺织公司-轮胎厂（丰凯西装科研所）-生活小区-石油公司-惠康大厦-临时站点-南竹岛生活小区-

邮电大楼（市农行大楼）-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信银行-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天坛家具城（三剑服装）-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西门（大全陶瓷商场）-寨子（三联家

电商场）-华通开关（格兰仕专卖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

汽车美容）-棱方园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荣达眼镜）-山大宿舍-华夏帝

王宫-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厂（德源富锦园）-邮电鸿宇印

刷-庆威大厦-爱华凯尼公司-大众报业印刷-双丰昕世地产-火炬大厦 (共41个站点⋯二十八路：威海的

公交车线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华集团公司），孙家疃6：16-19：48，齐鲁福利彩票。

夏季首末时间实验中学6：00-21：10，11淄博次日03:3303:357小时21分498公里。齐鲁彩票网。首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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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线台6：00-19：事实上齐鲁福利彩票。15。航线航班号机型班 期出港时刻进港时刻⋯二十八路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华集团公司）！十八路：看着福彩3d太湖字谜。（环球广场威海大

世界-戚家夼），火炬大厦4：学习齐鲁彩票群英会。40-18：山东彩票齐鲁风采。42？黑河

SC4927/8CRJ1 2 36 7威海09：15-12：40黑河黑河13：15-16：听说齐鲁风采福利彩票。30威海：富甲花

园-荣昌房地产-柳沟-二职中-光威南站-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东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威

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燕电脑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

花园小区（共17个站点）？广州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海19：10-22：10广州广州10：50-13：50威

海。必尽其忠：齐鲁彩票双色球。间隔时间11分钟)。112路:（华联——皂埠）(共27个站点)华联

—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

—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

—庙口—崮山—九家疃—刘家滩—张家滩—卫家滩—皂埠！向图、向恒：每周五丹威日对开。山东

齐鲁电视台2；十八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戚家夼）：夏季首末时间环球广场6：20-21：10。听

听线路。

 

哈尔滨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海14：齐鲁风采彩票。30-16：10哈尔滨哈尔滨16：其实威海。50-

18：30威海。福彩3d出号。MSN:shihaiyan_6@hotmail，西庄村-台下村-五家疃-西山口-东山口-西曲阜

-泰威彩印（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环翠公路局-新都小区-杨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

经区中国银行-光华医院-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森威房地产-银镝服装-轮胎厂-威海公园南-

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外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梦海小区（东明家俱）-国际商务大

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厦）-市里立第二医院（共34个站点）。齐鲁。临沂7:30潍坊9:00莱州11:20临沂16:00。光孚

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市立二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

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大酒店-威海宾馆（邮电培训中心）-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

(共12个站点。118路:（阮家寺——冶口）(共35个站点)阮家寺—交通学校—柴峰小区—黄家沟—汽

运二公司—寨子—西门—农贸市场—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

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

—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作园—运管处—柳林—磊源石材—申龙渔具

—冶口2P二、威海火车时刻表威海—北京（2518）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1威海当日始发站07:380分

0公里，1威海当日始发站20:120分0公里？大川西6：看着山东彩票齐鲁风采。00-21：10，冬季时间实

验中学6：00-20：10？或许您已经将威海珍藏于心间。

 

齐鲁彩票双色球 山东彩票齐鲁风采_齐鲁风采福利彩票 9481齐鲁彩票
二十二路：（李家夼-万福山庄），夏季首末时间陈家后沟6：齐鲁彩票网。00-21：10。莱芜7:30寿

张8:45济南11:00天津15:30。首末时间有线台6：00-19：15，学会山东彩票齐鲁风采。com地址：上海

市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国际大厦1103室，首末时间实验中学5：学习山东彩票齐鲁风采。00-

19：25，万福山庄6：09-19：42，齐鲁风采福利彩票。富甲花园-荣昌房地产-柳沟-二职中-光威南站-

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东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威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

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燕电脑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共17个站点）。三十路

：（大世界环球广-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间隔时间12分钟），首末时间西涝台6：福利彩

票。00-18：40。相比看齐鲁福利彩票。7胶州次日01:1001:144小时58分288公里，齐鲁风采福利彩票。

二十六路：（实验中学—海轮公司）：冬季时间陈家后沟6：00-20：10。您将获得更多的媒体优待

。泰安5:45聊城7:45临清9:15济南12:00；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华联- 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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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大名眼镜公司）-长征路小学- 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 卧龙装饰材料市场-

神道口- 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 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

遥山庄- 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技校- 毅翰电脑学校- 四氟制品厂- 里窑- 靖子- 山东村。听说

山东彩票齐鲁风采。间隔时间7分钟)。天坛家具城6：齐鲁风采彩票。25-20：10间隔时间12分钟

)，114路西线:（华联——羊亭）(共34个站点)华联—百货大楼—市立医院—金猴集团—西门—寨子

—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东

夼—二职中—柳沟—张村—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疃—东风酿造厂—前双岛—魏

桥二工业园—交通学校训练基地—瀚玉化工纺织—大西庄—港头—大北山—威达汽车—羊亭法庭

—羊亭；冬季时间环球广场6：20-20：10，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

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信银行-骨科医院（中国

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惠康大厦-石油公司-生活小区-轮胎厂（丰凯西装科研所

）-鸣球纺织公司-经区农业银行-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通兴房产-火车站（三中

）-蒿泊(蒿泊医院、超市)-天东-华客隆-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荣源钢材-三热电-宋家

洼-工友集团 (共31个站点。七路：（天坛家具城--火炬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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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公交线路站点分布情况一路：（实验中学--工友集团）,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厦）-区政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信银

行-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惠康大厦-石油公司-生活小区-轮胎厂

（丰凯西装科研所）-鸣球纺织公司-经区农业银行-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通兴

房产-火车站（三中）-蒿泊(蒿泊医院、超市)-天东-华客隆-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荣源

钢材-三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 (共31个站点，冬季首末时间工友集团5：48-19:20;实验中学6：10-

20：10， 夏季时间工友集团5：48-20:10;实验中学6：10-21：10,间隔时间6分钟）,二路：（环球广场

威海大世界--富甲花园）,环球广场（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市立医院-金猴

集团-山花大厦-西门-三联家电商场（顺天奇责任公司）-汽运二公司-万家疃（大全陶瓷商场）-黄家

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田村医院）-环球渔具-华田小区-银球渔具-双轮铸造总厂-二职

中-柳沟-荣昌房地产（田村）-富甲花园 (共22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环球广场6：20-21：10；富甲花

园5：50-20：10，冬季时间环球广场6：20-20：10；富甲花园5：50-19：30，间隔时间12分钟）,三路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靖子）,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店）-五交

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

兆龙酒店-新建开发公司-金谷房地产-西钦村市场-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

技校-孙家疃浴场（可民酒店）-四氟制品厂-里遥-靖子英才学校 (共18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华联

6：00-20：30；靖子6：35-21：05，冬季首末时间华联6：00-20：10；靖子6：40-20：10，间隔时间

40分钟),四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邯钢休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光明花园财富

广场（妇女儿童医院市立二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大酒店-威海

宾馆（邮电培训中心）-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 (共12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华联

6：30-20：30；邯钢6：30-21：00，冬季时间华联6：30-20：10；邯钢6：30-20：10间隔时间30分钟

),五路：（实验中学--大川西）,实验中学-侨谊纸箱厂-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市

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店）-环翠楼（超级婚纱摄影）-百货大楼-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出租公司-煜鑫公司-试验机厂-大川东-大川西 (共18个站点，夏季首



末时间实验中学6：00-21：10；大川西6：00-21：10，冬季时间实验中学6：00-20：10；大川西

6：00-20：10，间隔时间8分钟),六路：（鑫城大厦--西涝台）,鑫城大厦-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

具厂有限公司-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广播电台-华通开关（格

兰仕专卖店）-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西郊建设集团-威海九中-华荣实业

公司-天霸防水-东涝台-西涝台 (共18个站点，首末时间西涝台6：00-18：40；鑫城大厦6：20-

19：18，间隔时间16分钟),七路：（天坛家具城--火炬大厦）,天坛家具城-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海港客运站-鲸园小学-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耳鼻喉专科医院-

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

赛家具城、汽车美容）-棱方园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荣达眼镜）-山大宿

舍-天骏饺子园-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佳业商城-山大分校（外语学校）-工商银行-青少年活动

中心-国际海水浴场（海景花园）-惠园公寓-九九大厦-高区财税局-火炬大厦-三星电子-海天服装厂-

报社印刷中心-公交二公司（威海葡萄酒厂）-火炬大厦 (共31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火炬大厦5：50-

20：20；天坛家具城6：20-21：10，冬季时间火炬大厦5：50-19：30；天坛家具6：20-20：10，间隔

时间7分钟),八路：（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山东村）,华联- 市立二院（大名眼镜公司）-长征路小学-

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 卧龙装饰材料市场- 神道口- 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

发公司）- 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 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

翠技校- 毅翰电脑学校- 四氟制品厂- 里窑- 靖子- 山东村,九路：（陈家后沟-天坛家具城）,陈家后沟-

临时站点-天宫-西北山村-庙讲-税务局-长征路小学-环翠区婚姻介绍所-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

）-鲸园小学-海港客运站-华联商厦（光孚佳士商场）-天坛家具城 (共13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陈家

后沟6：00-21：10；汽车站6：25-21：10，冬季时间陈家后沟6：00-20：10；天坛家具城6：25-

20：10间隔时间12分钟),十路：（凤林集-实验中学）,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东日食品-

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经区中国银行（经区管委会）-中兴房产-

皇冠小区-庆威花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银镝服装-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银座

家居（外运大厦）-中保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梦海小区（东明家具）-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

宗教中心-交通局-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

（妇女儿童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十一路：（岳家庄-

华能电厂）,岳家庄-谷家洼-蒿泊-杨家滩-齐鲁商城-锦昌染织-豪顿华公司-老集-城子-沟北村-威海南

港区-海埠-华能电厂 (共13个站点，首末时间岳家庄6：15-18：30；华能电厂6：10-18：28，间隔时间

11分钟),十二路：（火车站-火炬大厦）,火车站（第三中学）-通兴房产-华宝地毯厂-托罗西服（长峰

家具城）-经区农业银行-鸣球纺织公司-轮胎厂（丰凯西装科研所）-生活小区-石油公司-惠康大厦-

临时站点-南竹岛生活小区-邮电大楼（市农行大楼）-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信银行-兰花办公用

品（雅苑大酒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坛家具城（三剑服装）-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西门（大

全陶瓷商场）-寨子（三联家电商场）-华通开关（格兰仕专卖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大厦）-

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汽车美容）-棱方园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荣

达眼镜）-山大宿舍-华夏帝王宫-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厂

（德源富锦园）-邮电鸿宇印刷-庆威大厦-爱华凯尼公司-大众报业印刷-双丰昕世地产-火炬大厦 (共

41个站点，首末时间火车站5：40-18：42；火炬大厦4：40-18：42，间隔时间8分钟),十三路：（万福

山庄--环翠有线电视台）,万福山庄-戚东夼村委会-白云宾馆-戚谷疃-实验中学-威海城建开发公司-皇

都大酒店-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天坛家具城-威海泌尿专科医院-环翠有线

电视台 (共13个站点，首末时间有线台6：00-19：15；万福山庄6：09-19：42，间隔时间9分钟),十四

路：（环翠有线电视台--孙家疃）,环翠有线电视台-威海泌尿专科医院-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西

门-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环翠楼公园（仁济药店）-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店



）-环翠区婚姻介绍所-渊源装饰-祥云公司-龙泉大酒店-起重机厂-孙家疃镇浴场（可民酒店）-孙家

疃镇政府（广通塑胶）-孙家疃村 (共17个站点，首末时间有线台6：00-19：15；孙家疃6：16-

19：48，间隔时间8分钟),十五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影视城）,环球广场（大世界）-旅游码头

-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

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

（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

（正大建材）-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后峰西-新阳渡假村-影视城（翠海明珠）-大光华国际

学校-广泰公司工厂(共25个站点）,十六路：（海港大厦环行）,海港大厦-中国旅行社-市立二院-威海

国际公司-长征路小学-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新建开发公司-兆龙酒店- 丰

盛园酒楼-凯迪帕沃华通（格兰仕专卖店）-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农贸市场-三剑服

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具城）-区政府-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海港客运站-海港大厦 (共

20个站点),十七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金海滩花园小区）,环球广场（大世界）-口腔医院-市立

二院-威海国际公司-长征路小学（周林频谱公司）-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

-天福医药（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通哗门诊部（赛特英语）-槐云村-体育馆-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

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 (共20个站点),十八路：（环球

广场威海大世界-戚家夼）,环球广场（大世界）-晨光眼镜（同真堂大药房）-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

馆）-蓝天医学门诊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

家花园-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戚家夼（共11个站点）,十九路：（火炬大厦—实验中学）,火炬大厦-

高区财税局-泛海豪庭-金海湾医院-高区中国银行-东涝台中学-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西港房产-华田

小区（正大建材）-环球渔具-旭斌房地产-光威东站-王家庄-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交通学校-

阮家寺-行政审批中心-一中-电视台（新闻大厦）-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

用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五交化公司（康耐尔瘦身）-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

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 (共31个站点）,二十路：（火车站—西庄村

）,西庄村-台下村-五家疃-西山口-东山口-西曲阜-泰威彩印（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环翠公路局-

新都小区-杨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光华医院-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森威房地产-银镝服装-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外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净

雅大酒店）-梦海小区（东明家俱）-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威

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市里立第二医院（共34个站点）,二十一

路：（环球广场大世界—汇泉渔具）,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

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

草公司）-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一公司-六毛-银镝服装-富城大厦-森威房地

产-大庆皇冠房产-光华医院-经区中国银行-华方科技-杨家滩北-九龙湾小区（安然工业园）-国检保

健中心-大宇电子-威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出口加工区-汇泉渔具 (共33个站点

）,二十二路：（李家夼-万福山庄）,李家夼-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寺村委会-威建新村-三联家电商场

-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万

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口腔医院-伶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戚谷疃-公安局-万福山庄（共18个站

点）,二十三路：（大岚寺生活小区—戚谷疃北区）,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寺村委会-威建新村-三联

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同仁堂美

人馆）-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口腔医院-伶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南区-戚

谷疃北区 (共16个站点）,二十五路：（陈家后沟—戚家夼）,陈家后沟-临时站点-天宫-西北山村-要德

火锅-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五交化公司（康耐尔瘦身）-市立二院（大明眼睛公司）-环翠楼（仁



济大药店）-蓝天医学门诊（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海运学院-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

庭装饰总部）-威海鼎新计算机学校（馨慧外语学校）-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宜家花园-文

笔峰商行-老年公寓-戚家夼（共21个站点）,二十六路：（实验中学—海轮公司）,实验中学-海港客运

站-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

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

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一公

司-六毛-银镝服装-森威房地产-大庆皇冠房产-光华医院-经区中国银行-华方科技-安然工业园-净雅人

才创业中心-齐鲁商城-新都小区-泰浩建设集团-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

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海轮公司（共36个站点）,二十七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望岛集团

）,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海

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

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

厂-金谷房地产-仙姑顶医院（印刷材料厂）-望岛集团（仙姑顶旅游公司）（共16个站点）,二十八路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华集团公司）,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

）- 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金猴集团- 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

敬兰酒店- 黄家沟- 王家庄-光威集团- 旭斌房地产- 环球渔具- 华田小区（正大建材）- 银球渔具- 光威

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 二职中- 柳沟- 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皂南台- 裕台工业园- 富泉

服装厂-东润制衣-福源聚胺脂-宇理服装- 和徐疃村-西山村伟建实业有限公司- 双华集团公司 （共

29个站点）,二十九路：（富甲花园—金海滩花园小区）,富甲花园-荣昌房地产-柳沟-二职中-光威南

站-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东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威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

司-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燕电脑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共17个站点）,三十路

：（大世界环球广-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百

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

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银球渔具

-光威南站-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共22个站点）,三十一路

：（朝阳小区—火车站）朝阳小区-朝阳门诊部-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威海国际公司-市立二院

（大明眼睛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蓝天医学门诊部（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

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

司）-威海鼎新计算机学校（馨慧外语学校）-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

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

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共

27个站点）三十二路：（实验中学—火车站）实验中学-戚谷疃-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

园小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

交通局-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梦海小区（凯明家具）-中保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银

座家居（外运大厦）-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银镝服装-森威房地产-京鲁医药-华

宝地毯厂-华夏集团-火车站 （共26个站点，首末时间实验中学5：00-19：25；火车站5：40-

20：10；间隔时间90分钟）三十三路：（万福山庄—侨谊纸箱厂）万福山庄-公安局-戚谷疃-实验中

学-市立而二院-万瑞达商厦-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

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梦海小区（东明家具）-中保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银座家居（外运大厦

）-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银镝服装-富城大厦-泰昌房地产-庆威花园-皇冠小区-

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安然工业园-净雅人才创业中心-齐鲁商城-新都小区-凤林工业园-出口加工区-



汇泉渔具-侨谊纸箱厂（共34个站点）三十四路：（碧陆斯电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碧陆斯电子-

中汇大酒店-火炬大厦-双丰昕世地产-大众报业印刷-爱华凯尼公司-庆威大厦-邮电鸿宇印刷（信息工

程学校）-东宝制药厂（德源富锦园）-双丰电子-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华夏帝

王宫-山大宿舍-昌鸿生活小区（荣达眼镜）-哈工大-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车管所（奥赛

家具城、汽车美容）-行政审批中心-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汽运二公司-寨子（三联家电商场

）-西门-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老汽车站（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共28个站点）,三十

五路：（凤林集环行）,凤林集-出口加工区-海轮公司-蓝山小镇-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荣源钢材-鑫

通汽修（鑫通汽贸）-泰浩大厦-长城大修厂-蒿泊（东来顺酒店）-火车站（三中）-华夏集团-华夏集

团东门-程远水设备公司-长峰桥（外国语学校）-齐鲁医药-德顺园庆威花园-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

龙湾花园（大庆小区）-老集北-老集南-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共

28个站点）三十六路：（实验中学--柳林）,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

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

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

（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大厦-

鑫通气修气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

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管处-兴邦化工-柳林（果品冷库）（共37个站点）三十七路

：（市立二院—小庄）市立二院-华联-竹岛-蒿泊-工友集团-柳林-小庄三十九路：（后亭子—火汽车

站）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蒿泊东来顺大酒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明通衡器公司

）-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

镇政府-虎山-雅家庄-五中（河西）-温泉汤-刘家台-罗家-后亭子（共19个站点）四十路：（市立二院

—沙龙王家）市立二院-华联-竹岛-蒿泊-老集-北虎口-庙口-西村-固山-九家疃-张家滩-刘家滩-沙龙王

家四十一路：（热电厂—火汽车站）热电厂-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汽运二公司-三联家电-西门

-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蓝天医学门诊部（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

公司（天坛家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特乙甲家具广场-骨科医院-中医院-银座

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

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

（共29个站点）四十三路：（华联—威建奥华钢构）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

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

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

）-华夏集团-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鑫通汽贸

）-威建奥华钢构（共25站）四十四路：（火车站—西庄村）火车站-杨家滩北-杨家滩南-蒿泊-长城

大修厂-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南曲阜-西曲阜-东山口-西山口-五家疃-台下

村-西庄村（共16个站点）四十五路：（一中—金泉小区）（共39个站点）一中-行政审批中心-阮家

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汽运二公司-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农贸市场-三剑服装材料

设备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

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

（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

厦）-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

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金泉小区四十七路：（公交二公司—华联商厦）（共30个站点）公交二公



司-威建高区工业园-华东数控-新东方模具-金猴集团-光威集团-因塔思电子-万丰镁业-海天服装-绿色

产业-创新大厦-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威韩商城-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山大宿舍-昌鸿生

活小区-哈工大-棱方圆家具城-车管所（奥赛家具城）-一中-新闻大厦-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

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集团五交化公司（珍椅堂保健品店）-市政府

（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立二院-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四十八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双岛

西山）（共27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

限公司（天坛家具城）农贸市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

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

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

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疃-双岛西山四十九路：（华

联--华夏技校）（共22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

公用品-特乙甲家具广场-骨科医院-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

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宏兴印刷有限公司-河北村

-海马机织-华夏集团东门-华夏集团南门-华夏技校（首班时间华联6：40 华夏技校7：30，末班时间华

联18：00 华夏技校18：50 ）五十路：（华联--华夏集团）（共22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特乙甲家具广场-骨科医院-中医院-银座家居（新

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

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华宝地毯厂-华夏国际合作公司-华夏集团南门-华夏集团五十三路：（华

能电厂-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共32个站点）华能电厂-海埠-南港区-沟北村-城子-五洲太阳城-海警

基地-国检保健中心-九龙湾花园（安然工业园）杨家滩北-二中-火车站（汽车站）-华夏集团-华宝地

毯厂-托罗西服-金鹰纽扣拉链厂-金谷房地产-轮胎厂-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会展中心（烟草公司）-中

国铁通-临时站点-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中医院-骨科医院-特乙甲家具广场-兰花办公用品-海

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区政府-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环球广场（大世界）五十五路：（万瑞达商

厦华联商厦-传染病医院）（共17个站点）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环球广场（大世界）-实验小学-

小商品市场-古寨小学-阮家寺-交通学校-柴峰小区-广泰公司-东河北-西郊建设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

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华田建安公司（光威线轮

厂）-传染病医院五十六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柳林村）（共31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

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

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

（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

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鑫通汽修城-量具厂（华东数控）-柳林工业园-运管处-兴邦化

工-柳林（果品冷库）,另外，还有许人公交，就小客车，有人售票，要是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做那个

，因为有的站点停的时间比较长，比正规公交贵五角，差不多都有座位。以上是威海的公交线路

，希望对来威海的朋友有帮助。,附录民生热线或许您还没有认真咀嚼威海，或许您已经彻底地爱上

了威海；或许您还没有面对威海，或许您已经将威海珍藏于心间。无论您处于哪种状态，我们将这

些最新便民热线电话为您一一准确罗列，以供各位方便查询，让您脚踏在威海土地上时心里有依靠

感和归属感。古代时期的平民向官府反映民生，可谓是“路漫漫兮”，但现在您却可以与各领导、

各部门进行电话沟通，诉说您想说的，的确是“以民为天”。另外，无论您是居住在威海，还是来

威海旅游度假，您需要求助或者是投诉，或者是查询本地交通脉络信息，都可以在本栏找到您所想

要的准确数字，一串陌生的数字如果能给您排忧解难，那我们就可以“躬谢龙恩”了。1、市长办公

热线、机关电话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翠区委办公室、荣成市市长办公



热线文登市市长办公热线乳山市市长办公热线威海国税局热线威海地税局热线（受理涉税举报、监

督投诉）、威海建设委员会热线（受理城市建筑施工管理投诉）威海教育委员会热线（受理中小学

教育管理投诉）威海市公安局（受理治安、户籍、警风警纪投诉）、110、威海房地产管理局（受理

房屋、土地、城乡地政及住宅锅炉供暖管理投诉）威海环境保护局环保投诉热线威海公交总公司

（受理公共汽车运营服务投诉）威海出租汽车公司（受理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管理投诉）威海交通委

员会（受理公路交通运输和路政管理投诉）威海建设公共事业管理处（受理城市道路、桥梁、排水

设施维修养护投诉）威海园林管理处（受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投诉）威海市规划局（受理城市规

划管理投诉）威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工商行政管理投诉）威海技术监督局（受理质量、技术的

监督投诉）威海物价局（受理市场物价监督管理投诉）威海市物价申报热线威海市卫生局行风投诉

治理商业贿赂举报威海劳动局（受理劳动政策管理投诉）、常用求助电话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

：119急救电话：120交通肇事：122天气预报法律援助消费者投诉服务专用号码威海市总工会职工求

助热线旅游投诉、交通问询威海汽车站问询：（服务台）（客运办）文登汽车站问询：（问事处

）（办公室）（快直送）荣成汽车站问询：（问事处）（快直送）乳山汽车站问询石岛汽车站问询

威海铁路问询海港客运问询民航订票服务：民航大厦营业部、环翠区营业部、高区营业部、经区营

业部、文登营业部、机场营业部、电信特服电信威海分公司客服本地号码查号台：114人工信息服务

台：160自动声讯信息服务台：168报时台：117移动客服联通客服网通客服市话障碍申告台：112邮政

编码查询台：184邮政客服中心：1856、有线电视故障维修热线威海有线电视故障查询荣成有线电视

故障查询文登有线电视故障查询乳山有线电视故障查询、信访热线威海市信访局：（办公室）（接

访科）（查办科）环翠区信访局经技区信访局高技区信访局荣成市信访局文登市信访局乳山市信访

局、劳动仲裁热线威海市劳动保障咨询信访服务热线劳动保障投诉举报、媒体热线中央电视台威海

办事处山东电视台威海记者站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威海之窗电视部《大众日报》威海记者站《齐鲁

晚报》威海记者站《威海日报》新闻热线《威海晚报》新闻热线《威海广播电视报》社《荣成日报

》新闻热线《文登市报》新闻热线《乳山市报》新闻热线威海广播电视台：（热线投诉）（热线直

播）直播威海新闻热线威海人民广播电台环翠广播电视台直播民生新闻热线荣成电视台文登电视台

乳山电视台、消费权益维护威海市消费者协会环翠区消费者协会荣成市消费者协会文登市消费者协

会乳山市消费者协会、窗口服务威海市电信投诉：180威海市邮政监督威海市电业举报威海市出租汽

车投诉威海市公交投诉威海市交警违规投诉威海市旅游业投诉威海市政府外商投诉海关举报威海市

纠风办举报反腐倡廉举报：扫黄打非举报威海市检察院（投诉）威海市检察院（举报）荣成市检察

院(投诉)荣成市检察院(举报)文登市检察院(投诉)文登市检察院(举报)乳山市检察院(投诉)、税务热

线威海市国家税务局威海市地方税务局荣成市国家税务局荣成市地方税务局文登市国家税务局文登

市地方税务局乳山市国家税务局乳山市地方税务局、市场规范威海市质量监督局威海市烟草专卖局

威海市药品质量电话投诉药品广告电话投诉药品价格电话投诉威海市建委威海市经贸委威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威海市文化市场科环翠区文化市场管理办环翠区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安派出所威海市

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威海市公安局户政中心城里派出所竹岛派出所北沟派出所鲸园派出所

菊花顶派出所刘公岛派出所威海市公安局经技区分局皇冠派出所蒿泊派出所西苑派出所崮山派出所

泊于边防所沟北边防所崮山边防所威海市公安局高技区分局田合派出所怡园派出所卧龙派出所初村

派出所涝台边防派出所P交通便览一、威海城市公交车路线1路:（实验中学——工友集团）(共32个站

点)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

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

—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

—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

集团—火车站（汽车站） —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



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

）—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2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富甲花园）(共22个站点)环球广场

（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

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

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

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

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3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靖子）(共18个

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

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会计学校（福彩中心

）—兆龙酒店—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

玻璃钢—远遥山庄—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 —环翠技校—毅翰电脑学校 —四氟制品厂—里遥—靖

子4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邯钢休养院）(共12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

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大酒店—威海宾馆（邮电培

训中心）—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5路:（实验中学——大川西）(共18个站点)实验

中学—戚谷疃—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

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百货大楼（金地大厦）—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煜鑫公司—试验机厂—大川东—大川

西6路:（鑫城大厦——西涝台）(共18个站点)鑫城大厦—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

（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会计学校（福彩中心）—丰盛园酒楼

—凯迪帕沃华通（格兰仕专卖店）—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西郊建设集团(联豪办公用品)—金成房地产

—华荣实业公司—天霸防水—东涝台—西涝台7路:（天坛家居城——火炬大厦）(共32个站点)天坛家

居城—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海港客运站—鲸园小学—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 —五交

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

—会计学校（福彩中心）—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棱方圆家具城(联

桥外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山大宿舍—海燕电

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佳业商城（好饰家装饰公司）—山大分校

（中加工商学院）—工商银行—青少年活动中心—国际海水浴场（海景花园）—惠园公寓—九九大

厦—高区财税局—火炬大厦—三星电子—海天服装厂—报业印刷中心—公交二公司（威海葡萄酒厂

）—火炬大厦8路:（光孚佳仕商城——山东村）（共19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市立第二医院（大

明眼镜公司）—长征小学—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 卧龙装饰材料市场— 神道

口—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 — 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

遥山庄— 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技校—毅翰电脑学校—四氟制品厂—里窑—靖子—山东村

9路:（陈家后沟——天坛家居城）(共13个站点)陈家后沟—临时站点—天宫—西北山村—庙—税务局

—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所）—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

）—鲸园小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天坛家居城10路:（凤林集——实验中学

）(共34个站点)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东日食品—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

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经区管委会） —中兴房地产—皇冠小区

—庆威花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恒银服装有限公司—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

公园北—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 —梦海小区（东明家俱）—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

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11路:（岳家



庄——华能威海电厂）(共13个站点)岳家庄—谷家洼—蒿泊—杨家滩—齐鲁商城—锦昌染织—豪顿

华公司—老集—城子—沟北村—威海南港区—海埠—华能电厂12路:火车站、汽车站——火炬大厦(共

40个站点)火（汽）车站—华夏集团—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托罗西服（长峰家具城）—金鹰纽

扣拉链厂—金谷房地产—轮胎厂—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中国铁通—临时站

点—南竹岛生活小区—中医院—骨科医院（中国联通）—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兰

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 —农

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凯迪帕沃

（格兰仕专卖店）—丰盛园酒楼—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棱方圆家

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山大宿

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 —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

宝制药有限公司（德源富锦园）—邮政鸿宇印刷（信息工程学校）—庆威大厦—大众报业印刷有限

公司—迪尚凯尼公司—青青小城—火炬大厦13路:（万福山庄——环翠有线电视台）(共13个站点)万

福山庄—戚东夼村委会—白云宾馆—戚谷疃—实验中学—临时站点—伶力美容美体中心—海港客运

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威海泌尿

专科医院—环翠有线电视台14路:（环翠有线电视台——孙家疃）(共17个站点)环翠有线电视台—威

海泌尿专科医院—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

—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环翠楼公园（仁济大药店）—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区

婚姻介绍所（茂铭大厦）—渊源装饰苑（渊源灯饰城）—祥云公司—兴达境外就业公司—起重机厂

—毅翰电脑学校—孙家疃镇政府（广通塑胶）—孙家疃15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富泉服装

厂）(共25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旅游码头—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百货大楼

（金地大厦）—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

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

（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公司—后峰西—新阳渡假村—影视城（翠海明珠）—大光华国

际学校—富泉服装厂16路:（海港大厦环行）(共20个站点)海港大厦—中国旅行社—市立第二医院

—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所） —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

老窖专营店)—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新建开发公司—兆龙酒店—丰盛园酒楼—凯迪帕沃（格

兰仕专卖店） —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

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区政府—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海港

客运站—海港大厦17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金海滩花园小区）(共20个站点)环球广场（大

世界）—口腔医院—市立第二医院—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所）—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

）—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天福医药有限公司

（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槐云村—体育馆—哈工大（光明眼镜高

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悦海山

庄—金海滩花园小区18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环行）(共18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晨光

眼镜（同真堂大药房）—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

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文笔峰商行—老

年公寓—文笔峰商行—宜家花园—税务宾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

坛家居城）—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晨光眼镜（同

真堂大药房）—环球广场（大世界）19路:（火炬大厦——实验中学）(共31个站点)火炬大厦—高区

财税局—怡海园—金海湾医院—高区中国银行—东涝台中学—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西港房地产

—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环球渔具—旭斌房地产—光威东站—王家庄—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



区)—交通学校—阮家寺—行政审批中心—一中—电视台 （新闻大厦） —会计学校（福彩中心

）—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公交公司（五交化

公司）—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

—实验中学20路:（火车站——西庄村）(共16个站点)火车站—杨家滩北—杨家滩南—蒿泊—长城大

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博

通热电）—南曲阜—西曲阜—东山口—西山口—五家疃—台下村—西庄村21路:（环球广场、威海大

世界——汇泉渔具）(共33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

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一公司—六毛—恒银服装有限公司—森威房地产

—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华医院—经区中国银行—华方科技有限公司—杨家滩北—九龙湾花

园(安然工业园)—山东大宇汽车—大宇电子—威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出

口加工区—汇泉渔具22路:（天坛家居城——孙家疃）(共9个站点)天坛家居城—光孚佳仕商城（华联

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长征小学—古陌市场—祥云公司—兴达境外就业公司

—起重机厂—孙家疃23路:（大岚寺生活小区——戚谷疃北区）(共16个站点)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

寺村委会—威建新村—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

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口腔医院—伶

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南区—戚谷疃北区24路:（凤林集——实验中学）(共

34个站点)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东日食品—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家滩南

—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经区管委会）—中兴房地产—皇冠小区—庆威花

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恒银服装有限公司—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

—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 —梦海小区 （东明家俱） —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

—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 —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市立

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25路:（陈家后沟

——老年公寓）（共20个站点）陈家后沟—临时站点—天宫—西北山村—要德火锅—量具厂有限公

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 —环翠楼

（仁济大药店）—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 —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

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

部）—北竹岛小区—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戚家夼—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26路:（实验

中学——海轮公司）（共35个站点）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

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一公司—六毛—恒银服装有限公司—森威房

地产—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华医院—经区中国银行—华方科技有限公司—安然工业园—齐

鲁商城—新都小区—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

—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海轮公司27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望岛

集团）（共16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

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

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仙姑顶医院（印刷材料厂）—望岛集团（仙姑顶旅游公司）28路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华集团公司）（共29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

大楼（金地大厦）— 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



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黄家

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 旭斌房地产— 环球渔具— 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 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 二职中— 柳沟—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

）—皂南台— 裕台工业园— 富泉服装厂—东润制衣— 后双岛村（威海斯坦利光电设备厂）—海林

宾馆分店— 和徐疃村—西山村伟建实业有限公司—双华集团公司29路:（富甲花园——金海滩花园小

区、兴华厨房设备厂）（共17个站点）富甲花园—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柳沟—二职中

—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东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

—威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燕电脑

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兴华厨房设备厂）30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三

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共22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

货大楼（金地大厦）—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

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

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 —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

）—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31路:（朝阳小区——火车站、汽车站）（共27个站点）朝阳小

区—市朝阳门诊部—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 —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所）—市立第二医

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

（出租公司） —北竹岛小区—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

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

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32路:（实验中

学——火车站、汽车站）（共25个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

—鲸园小学—市立第二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 —交通

局（金海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梦海小区（东明家俱） —外运大厦

—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恒银服装有限公司—森威房地产—京鲁医药—华

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33路:（万福山庄——侨谊纸箱厂）（共32个

站点）万福山庄—公安局—戚谷疃—实验中学—鲸园小学—市立第二医院—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

厦） —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 —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

务大厦—梦海小区（东明家具）—外运大厦—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恒银

服装有限公司—富城大厦—泰昌房地产—庆威花园—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安然工业

园—齐鲁商城—新都小区—凤林工业园—出口加工区—汇泉渔具—侨谊纸箱厂34路:（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碧陆斯电子）（共28个站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

城） —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交通学校—阮家寺—行政审

批中心—车管所（奥赛家具城） —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

）—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 —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

（威韩商城）—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有限公司（德源富锦园）—邮政鸿宇印刷（信

息工程学校）—庆威大厦—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迪尚凯尼公司—青青小城—火炬大厦—中汇大

酒店—碧陆斯电子35路:（凤林集环行）（共28个站点）凤林集—出口加工区—海轮公司—蓝山小镇

—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 —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泰浩建设集

团（泰浩大厦）—长城大修厂—蒿泊(东来顺大酒店)—火车站（汽车站）—一鸣服装（明慧汽修

）—华夏集团东门—程远水设备有限公司—长峰桥（外国语学校）—京鲁医药—德顺园—庆威花园



—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九龙湾花园(安然工业园)—老集北—老集南—清华紫光—威

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36路:（实验中学——柳林村果品冷库）(共37个站点

)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

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

—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

—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

集团—火车站（汽车站）—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

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

）—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管处—兴邦化工涂料—柳林村（果品

冷库）37路:（市立第二医院——小庄）（共7个站点）市立第二医院—华联—竹岛—蒿泊—工友集

团—柳林—小庄38路:（市立第二医院——南葛拉）（共8个站点）市立第二医院—华联—竹岛—蒿

泊—鑫通汽修—阎家庄—小庄—南葛拉39路:（火车站、汽车站——后亭子）（共19个站点）火车站

（汽车站）蒿泊—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

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 —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

—镇政府—虎山—雅家庄—五中（河西）—温泉汤—刘家台—罗家—后亭子40路:（市立第二医院

——沙龙王家）（共13个站点）市立第二医院—华联—竹岛—蒿泊—老集—北虎口—庙口—西村

—崮山—九家疃—张家滩—刘家滩—沙龙王家41路:（热电厂——火车站、汽车站）（共29个站点

）热电厂—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汽运二公司—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

商场）—西门—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

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

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

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

—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

（汽车站）42路:（蒿泊——北葛拉）小公共招手停43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威建奥华钢

构）（共25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

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

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

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

车站（汽车站） —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

贸（明通衡器公司）—威建奥华钢构47路:（公交二公司——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共30个站

点）公交二公司—威建高区工业园—华东数控—新东方模具—金猴集团—光威集团—因塔思电子

—万丰镁业—海天服装—绿色产业—创新大厦—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业

公司（威韩商城） —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 —山大宿舍—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

）—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车管所（奥赛家具城）—一

中—电视台（新闻大厦）—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量具厂有限

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立第二

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48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岛西山） （共26个站点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

（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

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

—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

）—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



岛—和徐疃—双岛西山49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华夏技校）（共22个站点）光孚佳仕商

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

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

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宏兴印

刷有限公司—河北村—海马机织—华夏集团东门—华夏集团南门—华夏技校50路:（华联商厦——华

夏技校）（共21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

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

—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

—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

集团—华夏集团南门—华夏技校3P威海城郊公交线路：101路:（刘家台——小商品市场）(共39个站

点)刘家台—盛美乳业—温泉汤—温泉洗浴中心—嘉禾缘超市—河西—山花集团—雅家庄—栾家店

—虎山—鑫泉集团—温泉医院—工友集团—宋家洼—博通热电—天东—华客隆—蒿泊—汽车站—华

夏集团—华宝地毯厂—长峰—望岛—轮胎厂—展览中心—惠康大厦—南竹岛—骨科医院—大润发超

市—雅苑大酒店—南大桥—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西门—寨子—净雅酒店—丰盛园酒楼—神道口

—小商品市场,103路:（华联——张家山）(共30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

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

—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南虎口—西崮—东崮—邹家庄—汤河北

—温泉汤—刘家台—小南山—下江家—张家山,104路:（小商品市场——罗家）(共36个站点)小商品市

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

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

—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家庄—山花集团

—河西—嘉禾苑超市—温泉汤—盛美乳业—双寺夼—罗家,105路:（小商品市场——泊于）(共42个站

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

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

—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家庄

—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汤—盛美乳业—双寺夼—逍遥—赵庄—金鸡—屯侯家—盐滩

—海头院—泊于,106路:（小商品市场——蒲湾）(共52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

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

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

—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

市—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江家口—黑石—柴里—孟家庄—东龙山—圈邓家

—白马—刘官屯—崮庄—河北吴家—小邓格—大林格—泊于—泊于家—蒲湾,107路:（小商品市场

——泊于）(共34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

—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

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庙口—崮山—河东

—渠崖—爱于庄—鲍家—屯侯家—盐滩—海头院—泊于,108路:（小商品市场——洛西）(共48个站点

)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楼公园—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

—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

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

山—栾家店—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

—林家庄—堂子—马夼—董家夼—于家夼—方吉—大院—仪河北—桥头—教里—后宅库—洛西

,109路:（小商品市场——桥头）(共42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



楼公园—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

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

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

—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江家口—黑石—柴里—孟家庄—桥头,110路:（小商

品市场——草庙子）(共38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楼公园

—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

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

—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管处—柳林—磊源石材—申龙渔具—冶口—丛家屯—打铁

—徐家沟—褚家崖—林泉—草庙子,111路:（华联——百尺所）(共24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

—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

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城子—邵家庄—岭后—所前

庄—百尺所,112路:（华联——皂埠）(共27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

—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

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庙口—崮山—九家疃—刘家滩—张家滩—卫家

滩—皂埠,113路东线:（华联——羊亭）(共38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

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石油公司—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

车站—蒿泊—华客隆—泉兴电子设备—天东—新泰格玩具—徐家疃—水泥厂—范家埠—阎家庄—牛

角沟—胜利橡塑厂—王家河—驾照考试基地—水泥搅拌厂—北江疃—曲家河—北观—羊亭工业园

—鲁东—中阳—人造毛皮厂—名流集团—羊亭,114路西线:（华联——羊亭）(共34个站点)华联—百货

大楼—市立医院—金猴集团—西门—寨子—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

—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东夼—二职中—柳沟—张村—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

双岛—和徐疃—东风酿造厂—前双岛—魏桥二工业园—交通学校训练基地—瀚玉化工纺织—大西庄

—港头—大北山—威达汽车—羊亭法庭—羊亭,115路:（华联——北海）(共57个站点)华联—区政府

—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富,源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石油公司—轮胎厂—望岛

—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泉兴电子设备—天东—新泰格玩具—徐

家疃—水泥厂—范家埠—阎家庄—牛角沟—胜利橡塑厂—王家河—驾照考试基地—水泥搅拌厂—北

江疃—曲家河—北观—羊亭工业园—鲁东—中阳—人造毛皮厂—名流集团—羊亭—羊亭法庭—威达

汽车—大北山—港头—大西庄—孙家滩—鹿道口—廒上—店上—初村—鸣球纺织—佰昌饭店—北山

—省药品食品学院—职业学院—庆威建材公司—丽都大酒店—鼎新钢结构—北海,116路:（小商品市

场——初村）(共35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天坛

家居城—农贸市场—西门—寨子—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

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东夼—二职中—柳沟—张村—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

徐疃—东风酿造厂—前双岛—魏桥二工业园—大西庄—鹿道口—廒上—店上—初村,117路:（望海园

——鸣球集团）(共34个站点)望海园—会展中心—惠康大厦—南竹岛—骨科医院—大润发超市—雅

苑大酒店—南大桥—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西门—寨子—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

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后峰西

—影视城—北海—鼎新钢结构—丽都大酒店—庆威建材公司—职业学院—省药品食品学院—北山

—佰昌饭店—鸣球集团,118路:（阮家寺——冶口）(共35个站点)阮家寺—交通学校—柴峰小区—黄家

沟—汽运二公司—寨子—西门—农贸市场—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骨科医院—南竹岛

—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

—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作园—运管处—柳林—磊源石材—申龙

渔具—冶口2P二、威海火车时刻表威海—北京（2518）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



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1威海当日始发站20:120分0公里,2文登当日20:5120:5339分35公里,3乳山当日

21:4921:511小时37分87公里,4桃村当日22:5023:002小时38分138公里,5莱阳当日23:4023:443小时28分

189公里,6蓝村次日00:5200:544小时40分267公里,7胶州次日01:1001:144小时58分288公里,8潍坊次日

02:1802:206小时6分398公里,9青州市次日02:5903:016小时47分455公里,10临淄次日03:1503:177小时3分

476公里,11淄博次日03:3303:357小时21分498公里,12济南东次日04:5004:588小时38分605公里,13德州次

日06:4706:5110小时35分726公里,14吴桥次日07:0607:0810小时54分748公里,15泊头次日07:3907:4111小时

27分800公里,16沧州次日08:0508:0811小时53分839公里,17静海次日08:5008:5212小时38分912公里,18天

津西次日09:3109:3713小时19分955公里,19廊坊次日10:3610:3814小时24分1029公里,20黄村次日

11:0611:0914小时54分1070公里,21北京次日11:40终点站15小时28分1103公里威海—济南（N386）发车

时间及途径地区,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1威海当日始发站07:380分0公里

,2文登当日08:1708:1939分35公里,3乳山当日09:1409:161小时36分87公里,4桃村当日10:1510:292小时37分

138公里,5莱阳当日11:0911:113小时31分189公里,6蓝村当日12:1912:214小时41分267公里,7潍坊当日

13:3713:395小时59分398公里,8青州市当日14:2114:336小时43分455公里,9淄博当日15:0015:027小时22分

498公里,10济南当日16:25终点站8小时47分608公里威海—汉口（1064/1065）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站

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1威海当日始发站08:450分0公里,2文登当日

09:2409:2739分35公里,3乳山当日10:2310:261小时38分87公里,4桃村当日11:2511:372小时40分138公里,5莱

阳当日12:1712:193小时32分189公里,6蓝村当日13:2713:364小时42分267公里,7胶州当日13:5213:555小时

7分288公里,8诸城当日14:3714:405小时52分352公里,9五莲当日15:0715:096小时22分387公里,10莒县当日

15:3915:426小时54分427公里,11沂水当日15:5015:527小时5分437公里,12沂南当日16:1016:147小时25分

457公里,13临沂北当日16:4216:457小时57分502公里,14郯城当日17:3617:408小时51分560公里,15新沂当

日18:0518:399小时20分595公里,16邳州当日19:0419:0710小时19分632公里,17徐州当日20:0020:2411小时

15分704公里,18淮北当日22:1022:1313小时25分766公里,19涡阳当日23:4123:4414小时56分851公里,20阜

阳次日01:0401:1216小时19分927公里,21潢川次日02:3002:3317小时45分1043公里,22麻城次日

04:2504:4719小时40分1163公里,23汉口次日06:05终点站21小时20分1271公里1P三、威海主要长途汽车

时刻表,到站发车时间到站发车时间到站发车时间到站发车时间,泰安5:45聊城7:45临清9:15济南

12:00,濮阳5:45东营7:45扬州9:15诸暨12:00,临清5:45高密7:45临沂9:15北京12:00,枣庄5:45合肥7:45邯郸

9:15鄄城12:15,济南6:00商丘7:45沂水9:30黄岛12:15,东营6:00福州7:45枣庄9:30鹿邑12:15,临沂6:00沂源

8:00盐城9:30临沂12:30,州城6:15济南8:00保定9:30平顶山12:45,沂水6:15日照8:00潍坊9:45济南13:00,日照

6:15南阳8:00泰安9:45聊城13:00,新汶6:15枣庄8:00聊城9:45水头13:00,潍坊6:30楼德8:00邹县9:45胶南

13:00,滨州6:30肥城8:15济南10:00上海13:30,诸城6:30南通8:15宁波10:00昌邑13:30,宁阳6:45滨州8:15菏泽

10:00许昌13:30,淮阴6:45德州8:15武汉10:00成武13:45,莒县6:45阜阳8:30淄博10:15胶州13:45,徐州6:45郑州

8:30漯河10:30济南14:00,郓城7:00临沂8:30曹县10:30白象14:00,临朐7:00新浦8:30济宁10:30临沂14:00,济南

7:00宁阳8:45新乡10:45德州14:30,洛阳7:00淄博8:45淄川10:45临沂14:30,济宁7:15聊城8:45滕州10:45樱桃

园14:30,潍坊7:30寿光8:45瑞安10:45北京14:45,无棣7:15平邑8:45蒙山10:45博山15:00,胶州7:15太原8:45石

家庄10:45新浦15:30,莱芜7:30寿张8:45济南11:00天津15:30,新浦7:30泗水9:00毫州11:00临沂15:30,临泉

7:30济南9:00临沂11:15上海16:00,临沂7:30潍坊9:00莱州11:20临沂16:00,平度7:30南京9:00菏泽11:45济南

17:00,五莲7:30沈丘9:00单县11:45,青州7:45临沭9:00衡水11:45,备注：早6：00--14：00至济南依维柯每

60分钟一班；早5：42--17：45至青岛依维柯每14分钟一班；至烟台依维柯每10分钟一班；至潍坊依

维柯12：00--17：00每25分钟一班。发车时间、票价如有变动以票面为准。1P四、威海机场航班信息

：国内航班信息：,航线航班号机型班 期出港时刻进港时刻,北京CA1827/8B7331 2 3 4 5 6 7威海13：50-

15：00北京北京07：25-08：25威海,CA1587/8B733威海20：40-21：50北京北京18：45-19：40威海

,CZ6701/2B7381 2 3 4 5 6 7威海23：50-00：50+1北京北京22：00-23：10威海,上海FM9257/8CRJ1 2 3 4 5 6



7威海10：25-11：55上海上海08：05-09：35威海,MU2287/8A319威海19：40-21：15上海上海16：40-

18：20威海,广州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海19：10-22：10广州广州10：50-13：50威海,济南

SC4927/8CRJ1 2 36 7威海17：05-18：05济南济南07：50-08：40威海,哈尔滨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

海14：30-16：10哈尔滨哈尔滨16：50-18：30威海,SC4927/8CRJ1 2 36 7威海09：15-10：55哈尔滨哈尔

滨14：50-16：30威海,黑河SC4927/8CRJ1 2 36 7威海09：15-12：40黑河黑河13：15-16：30威海,首尔

CA147/8B7331 2 3 4 5 6 7威海09：40-11：40首尔首尔12：40-12：40威海,OZ309/10A3211 2 3 4 5 6威海

10：40-12：40首尔首尔09：40-09：40威海,7威海18：00-20：00首尔首尔17：00-17：00威海

,MU2017/8A3201 2 3 4 5 6 7威海16：55-19：05首尔首尔16：20-16：15威海,KE839/40B7381 2 3 4 5 6 7威

海17：55-20：05首尔首尔16：40-16：50威海,1、以上国内票价为经济舱价格，不含燃油加价及机场

建设费。折扣票价以当日电脑显示为准。,2、国际票价为参考价格，不含税、Q值、机场建设费，具

体价格以当日电脑显示为准。班期时刻均为当地时间。2P五、威海客轮信息：,威海—大连客滚船,工

友：每日9：00威海开,新生生：每日20：00威海开,天鹰：每日21：00威海开,威海—韩国客滚船,新金

桥Ⅱ：每周二、四、日19：00威海开,集装箱班轮,长锦金航：每周四、一,长锦平泽：每周三、日,向

图、向恒：每周五丹威日对开,西峰山：每周日韩威韩,海峰山：每周日烟威日,兴宁51轮：每周一、

五青威青,和捷6轮 ：每周三青威,白龙泉轮：每周六抵威烟威,环岛轮：每周六抵威连威烟,南峰山轮

：每周六抵威烟威烟,山东卫视广告价格&amp;山东电视台广告折扣&amp;全国卫视强势代理睿语传

播值得您信赖全国卫视、地面频道强势代理！山东卫视广告3.5折起，山东电视台广告1.5折起，山东

齐鲁电视台2.5折起，不管您是哪个行业的客户，我们都将根据您的市场推广需求，提供专业提案。

为什么选择我们？比一比执行价格、执行力以及专业服务，您将获得更多的媒体优待，睿语传播值

得您信赖。睿语传播机构是一家以媒体广告发布、媒介策划、品牌营销等为一体的媒体代理及全案

代理公司。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秉承“为人谋，必尽其忠；受人托，力尽其能”的服务理念，始

终把“维护客户利益”和“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放在工作第一位，以品牌化思路、创新开拓精神

、高水准企业管理、职业化员工素质、规范化专业流程、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为客户提供尽善尽美

的服务。公司的媒体购买部其中电视媒体资源涵盖了CCTV、三十家卫视及近三百家主流省市级地

方电视频道，其它媒体资源包括独家户外广告牌、报纸媒体广告、出租车体广告等。服务过的品牌

：平安银行（保险）、恒安、喜之郎&amp;优乐美、蒙牛、方正电脑、椰树椰汁、神奇制药、剑南

春、冠军磁砖、丁家宜、健力宝等。欢迎登录,查询更多、更全面的媒体资源及媒体价格，信赖睿语

传播，您将获得更多的媒体优待。睿语传播�上海海燕/Nancy shi(手机),021-(直线

),MSN:shihaiyan_6@地址：上海市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国际大厦1103室,2007 程阳：中国（福利）彩

票二十年,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正式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原则同意民政部的请示。1987年2月5日，中共

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23次会议讨论，原则同意《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

，并指出，“除民政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以外，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的

彩票活动。”,198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民政部：“此事已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均无不同

意见。”,1987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联合召开了有27个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

出席的，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问题的座谈会，经讨论，均表示赞同。,1987年4月7日，民

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通知》。,1987年5月18日，民政

部批复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中心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受中国社会福

利有奖募捐委员会领导。,1987年6月3日，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募委）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章程》、《发行社会福利有

奖募捐券试行办法》，以及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名誉委员、委员、名誉主任、主任、副主

任、秘书长名单。章程规定，中募委为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团体，受民政部领导，会址设在北京。



,1987年7月，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天津人民印刷厂诞生。,1987年7月27日，中募委发行

中心首次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试点发行销售面值1元的传统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50万张，全国首

批试点发行的还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黑龙江、上海、天津、洛阳等共10个省市。截

止10月底，已售出奖券达2205万张，占发行额的96%。河北省募捐办主任唐泽敏成为销售福利彩票第

一人。1988年1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首次销售面值1元的即开型中国社会福利奖券，两批27万元。

这张撕开式“试发行”奖券，是第一张即开型彩票销售的传统型彩票。,1988年4月19日，中募委向各

地募委会发出《关于调整社会福利资金分成比例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凡1988年发行的龙年

奖券（包括即开型）所得的福利资金，中国募委会与地方募委会改按二八分成。,1988年8月，深圳市

发行人民币与港币两种即开型福利奖券，这在全国尚属首次。1989年2月17日，中募委发出《有奖募

捐社会福利资金使用试行办法》。这是中募委第一个关于福利基金使用的专门文件。,1989年8月8日

，中募委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亚运会基金奖券。,1989年发行的“双重大奖”是第一张即开传统结合型

福利彩票，这也是我国发行的一张贰元面值的福利彩票。,1990年5月1日，开始执行中募委下发的《

关于调整即开型社会福利奖券资金非配比例，统一全国结算办法的通知》。1990年7月16日，中募委

发行中心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了首届奖券发行工作专题研讨会。1991年9月6日，中募委正式发出《

关于印发〈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这是在1989年2月17日发出的“试行办

法”基础上的正式管理办法。1992年4月1日，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行政院”近期已指示“财政

部”在近期内起草《公义彩券发行条例》，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1992年4月，北京推出百万

元大奖组销售即开传统结合型彩票，取得成功。,1992年9月24日，香港马会实施新例，限制六合彩头

奖最高奖金额为3800万港元。1993年2月25日，根据民政部“民人批[1989]41号”文，中国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一次更名。,1993年4月

6日，首批100万元“双开式”社会福利奖券由北京运抵西藏拉萨。至此，西藏结束了从未发行福利

奖券的历史，全国4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全部发行社会福利奖券。,1993年5月5日

，国务院向各地政府再次发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通知》中重申任

何地方或部门均无权批准发行彩票，规定由认购人自主选择号码的主动型彩票（包括六合彩彩票、

万字彩票等），未经国务院批准，一律不得发行。,1993年10月15日，在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第

十二届大会上，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会员，成为中国第一个取得国际彩

票组织会员资格的组织，标志着中国福利彩票步入国际舞台。1994年4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发行的

电脑福利彩票（深圳版）是第一张计算机网络管理发行的传统型福利彩票。,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

利奖券发行中心被国家彩票国际协会（ALE)接纳为临时会员，1995年1月1日转为正式会员。,1994年

5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市税务局发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发行收入税收问题的通知》，对新税制实施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收入的税收问题作了

明确规定。,1994年12月2日，民政部发出《关于印发〈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

发〈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关于加强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领导的通

知》。将中国社会福利奖券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福利资金资助审项职能由中募委交由民政部有关

职能司行使，提出中募委发行中心与省募委发行中心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要求省级募办实行自

收自支和企业化管理。这些办法和通知的制定，标志着福利彩票事业向规范化的目标迈了一大步。

1995年1月16日，经民政部批准（民办批[1995]3号文），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更名为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二次更名。,1995年4月中旬，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同法国游戏

集团总公司首次彩票研讨会在京举行，法国朋友赴陕西观摩了大奖组销售现场。,1995年4月28日，深

圳市首次试点发行销售计算机管理的传统型福利彩票，总投注额为166.53万元，将于5月10日首次开

奖。首批试点省市还有广东、湖南、浙江、沈阳、广州等共6个省市。,1995年8月18日，目前亚洲最

先进的彩票专业生产厂家---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开始投入试生产。,1995年8月24日，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在黄山召开全国福利彩票业务研讨会，总结、肯定并在全国推广新疆的“大兵团、闪电

战”大奖组销售法，对彩票销售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全国彩票销量达57.5亿元。

,1995年10月18日，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法国国际游戏公司和马来西亚成功集团合资并由中方

控股建成的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它的建成标志着福利彩票的印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1996年5月7日，中募委发行中心向各地发出《关于福利彩票小奖不再以实物设奖的通知》

。《通知》规定，从7月1日起，奖额200元（含200元）以下的奖，改为现金奖。1997年11月12日，中

募委向各地发出通知，正式起用福利彩票标识系统，并在通知中对标识的使用做了详细规定。

1998年5月5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制定的《关于意外事故损毁福利彩票的处理办法》正式颁布

执行。,1998年10月15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下发《关于“大奖组”销售中实物设奖的若干

规定》，指出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城区“大奖组”销售时，100元以下奖项一律设为现金，不准在设实

物。,1998年11月15日，财政部、民政部首次联合发出《关于印发〈社会福利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将原来所称的社会福利资金改称为社会福利基金，并将社会福利基金定为预算外资金，全

额纳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过渡帐户和支出帐户归口民政财务部门管

理。从此，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不再担负福利基金使用职能。1999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购买福彩

，深圳率先发行了福利彩票电话投注卡，电话委托投注开始实行。,1999年10月1日，上海市发行了

“上海风采”电脑彩票，这时第一张计算机网络管理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电脑型彩票）。

,1999年10月15日，民政部发出《关于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不再保留中国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明确了福利彩票的管理体制，中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工

作，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具体实施。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作为民政部直属单位，由民政部直接领导和管理。各地也照此办理。这种体制说明，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作为国家唯一授权的福利彩票发行机构，既要发行彩票，又具有一定的行业管理职能。

,199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移交彩票监管工作的通知》（银发

[1999]429号），将中国人民银行对彩票发行机构的监管职能移交至财政部。从此，福利彩票开始接

受财政部的监管。2000年3月1日，财政部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彩票发行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

规定，从2000年4月1日起，福利和体育彩票（包括即开型彩票和电脑彩票）一律以人民币现金形式

兑付奖金，取消实物兑奖。2001年7月15日，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社会福利有奖募

捐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批复》（中编办字[2002]97号文），中国社会福利有奖

募捐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三次更名。,2001年10月19日

，西藏电脑彩票销售系统正式开通，至此，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全国均已发行销售“风采系列

”电脑福利彩票。,2001年11月28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

，从企业法人转换为事业法人，从而结束了从1987年以来的企业法人身份。2002年7月10日，中国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彩中心发出《关于严格彩票发行管理的紧急通知》

。要求确实加强管理，杜绝违规操作，保证福利彩票事业的健康发展。,2002年8月23日，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彩中心发出《关于加强和规范中国福利彩票销售管理工

作的通知》。通知中的各项规定，都是确保福利彩票安全销售的重要措施。2003年2月16日，第一个

统一游戏规则、统一开奖、共享奖池的全国联合销售的电脑彩票游戏“双色球”乐透型福利彩票在

全国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行，标志着电脑福利彩票品牌时代的到来。,2003年4月，财政部正式

批准中彩中心在广东省试点发行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此后又增加河北、河南、江苏、江西和辽宁

等5省为试点省份。,2003年6月28日，中彩中心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了隆重的“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

试销售”首卖仪式。第一个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销售厅――广州市江南中路销售厅开业，标志国际

先进水平的无纸化彩票—“中福在线”正式进入试点发行阶段。,2003年10月，中彩印制公司获得墨

西哥政府有关部门签发的彩票准印证，成为墨西哥彩票供应商，中国生产的彩票首次进入了墨西哥



市场。,2003年11月17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彩票停止销售后奖池资金和调节基金余额处理办法的通

知》。规定凡设有奖池和调节基金的彩票品种停止发行和销售后，彩票机构可用剩余奖池资金和调

节基金设定一般调节基金。2004年2月2日和3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议。会议

评选出电脑福利彩票双色球、齐鲁风采30选7、南粤风采36选7、北京千禧3D、广西风采37选7、辽宁

风采35选7、新疆风采35选7等7个著名品牌。,2004年2月4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彩票工作委员会在京

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司马义�艾买提出席成立大会并担任名誉会长。,2004年5月18日，财

政部发出《财政部关于暂停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的通知》，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即开型彩票大奖组

销售全部停止。,2004年10月18日，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以“统一名称标识、统一游戏规则、统一开

奖号码”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福利彩票又一个全国性品牌。,2004年11月19日，福建省

电脑福利彩票系统热线升级工作完成，系统投入运行。至此，全国电脑福利彩票系统热线升级工作

全部完成。2005年1月1日起，天津市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陆续上市销售3D游戏

，至此，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在全国范围内发行。,2005年9月1日，根据财政部规定，即开型福利彩

票正式开始执行65%返奖比例政策。2006年1月16日至17日，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上，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福利彩票工作“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的方针。2007年1月1日，全国联

销的电脑福利彩票“七乐彩”上市发行。,2007年4月2日，民政部转发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印发的《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销售厅管理暂行办法》、《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管理办法（试行）》

。,2007年7月27日，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20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福利彩票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三次更名。这也是我国发行的一张贰元面值的福利彩票？民政部批复成立中国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百货大楼（同仁堂

美人馆）-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

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二职

中-柳沟-荣昌房地产-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共22个站点）！2000年3月1日。

KE839/40B7381 2 3 4 5 6 7威海17：55-20：05首尔首尔16：40-16：50威海：火炬大厦4：40-18：42，首

末时间西涝台6：00-18：40。正式起用福利彩票标识系统，济宁7:15聊城8:45滕州10:45樱桃园

14:30，以上是威海的公交线路。系统投入运行。山东电视台广告折扣&amp，陈家后沟-临时站点-天

宫-西北山村-庙讲-税务局-长征路小学-环翠区婚姻介绍所-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学-

海港客运站-华联商厦（光孚佳士商场）-天坛家具城 (共13个站点，民政部发出《关于中国福利彩票

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您将获得更多的媒体优待，又具有一定的行业管理职能⋯七路：（天

坛家具城--火炬大厦），16沧州次日08:0508:0811小时53分839公里。1995年10月18日。2007年7月27日

。十路：（凤林集-实验中学）？2001年10月19日⋯021-(直线)。邯钢6：30-21：00。111路:（华联

——百尺所）(共24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

—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

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城子—邵家庄—岭后—所前庄—百尺所，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被国家

彩票国际协会（ALE)接纳为临时会员；这张撕开式“试发行”奖券，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以“统一

名称标识、统一游戏规则、统一开奖号码”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源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

—惠康大厦—石油公司—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

—泉兴电子设备—天东—新泰格玩具—徐家疃—水泥厂—范家埠—阎家庄—牛角沟—胜利橡塑厂

—王家河—驾照考试基地—水泥搅拌厂—北江疃—曲家河—北观—羊亭工业园—鲁东—中阳—人造

毛皮厂—名流集团—羊亭—羊亭法庭—威达汽车—大北山—港头—大西庄—孙家滩—鹿道口—廒上

—店上—初村—鸣球纺织—佰昌饭店—北山—省药品食品学院—职业学院—庆威建材公司—丽都大

酒店—鼎新钢结构—北海。富甲花园-荣昌房地产-柳沟-二职中-光威南站-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东



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威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

燕电脑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共17个站点）；21潢川次日02:3002:3317小时45分

1043公里？23汉口次日06:05终点站21小时20分1271公里1P三、威海主要长途汽车时刻表。1995年8月

18日，4桃村当日11:2511:372小时40分138公里。1威海当日始发站20:120分0公里。间隔时间16分钟

)，山东电视台广告1，古代时期的平民向官府反映民生，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十四路：（环翠有线电视台--孙家疃）⋯7威海18：00-20：00首尔首尔17：00-17：00威海。民政部转

发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印发的《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销售厅管理暂行办法》、《电脑福利

彩票投注站管理办法（试行）》，保证福利彩票事业的健康发展，据台湾报纸报道。间隔时间7分钟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店）-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

司-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兆龙酒店-新建开发公司-金谷房地

产-西钦村市场-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技校-孙家疃浴场（可民酒店）-四

氟制品厂-里遥-靖子英才学校 (共18个站点。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福利彩票工作“安全运行、健康

发展”的方针，1、以上国内票价为经济舱价格⋯始终把“维护客户利益”和“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

”放在工作第一位；间隔时间8分钟)，2004年10月18日：四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邯钢休养

院）。5折起。海峰山：每周日烟威日。通过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章程》、《发行社会

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7胶州次日01:1001:144小时58分288公里。ruiyumedia，中彩印制公司获

得墨西哥政府有关部门签发的彩票准印证，109路:（小商品市场——桥头）(共42个站点)小商品市场

—量具厂—五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楼公园—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

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

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

—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江家口

—黑石—柴里—孟家庄—桥头：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间隔时间6分钟

），为什么选择我们？是第一张即开型彩票销售的传统型彩票！上海市发行了“上海风采”电脑彩

票，16邳州当日19:0419:0710小时19分632公里⋯1987年7月，新汶6:15枣庄8:00聊城9:45水头13:00。将

于5月10日首次开奖。比一比执行价格、执行力以及专业服务！5莱阳当日23:4023:443小时28分189公

里；MU2287/8A319威海19：40-21：15上海上海16：40-18：20威海；首尔CA147/8B7331 2 3 4 5 6 7威海

09：40-11：40首尔首尔12：40-12：40威海。深圳市发行人民币与港币两种即开型福利奖券。2004年

2月4日，受民政部领导。

 

首末时间岳家庄6：15-18：30，就小客车？2007年1月1日，福利彩票开始接受财政部的监管，其他部

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的彩票活动，7潍坊当日13:3713:395小时59分398公里。诉说您想说的

，新浦7:30泗水9:00毫州11:00临沂15:30：临泉7:30济南9:00临沂11:15上海16:00，全国联销的电脑福利

彩票“七乐彩”上市发行。附录民生热线或许您还没有认真咀嚼威海：2004年2月2日和3日，第一个

统一游戏规则、统一开奖、共享奖池的全国联合销售的电脑彩票游戏“双色球”乐透型福利彩票在

全国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行，116路:（小商品市场——初村）(共35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

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西门—寨子—汽运二公司

—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东夼—二职中

—柳沟—张村—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疃—东风酿造厂—前双岛—魏桥二工业园

—大西庄—鹿道口—廒上—店上—初村。天鹰：每日21：00威海开，1990年5月1日，至潍坊依维柯

12：00--17：00每25分钟一班⋯国务院向各地政府再次发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

通知》；火车站（第三中学）-通兴房产-华宝地毯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城）-经区农业银行-鸣球



纺织公司-轮胎厂（丰凯西装科研所）-生活小区-石油公司-惠康大厦-临时站点-南竹岛生活小区-邮

电大楼（市农行大楼）-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信银行-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天坛家具城（三剑服装）-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西门（大全陶瓷商场）-寨子（三联家电

商场）-华通开关（格兰仕专卖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汽

车美容）-棱方园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荣达眼镜）-山大宿舍-华夏帝王

宫-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厂（德源富锦园）-邮电鸿宇印刷-

庆威大厦-爱华凯尼公司-大众报业印刷-双丰昕世地产-火炬大厦 (共41个站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彩

票工作委员会在京成立，中募委发行中心首次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试点发行销售面值1元的传统型中国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50万张。折扣票价以当日电脑显示为准。1995年8月24日，并指出！将中国社会

福利奖券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让您脚踏在威海土地上时心里有依靠感和归属感。富甲花园5：50-

19：30。21北京次日11:40终点站15小时28分1103公里威海—济南（N386）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还

是来威海旅游度假；原则同意《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到站发车时间到

站发车时间到站发车时间到站发车时间。都是确保福利彩票安全销售的重要措施，1992年4月

，1994年5月23日；淮阴6:45德州8:15武汉10:00成武13:45。

 

齐鲁福利彩票
公司的媒体购买部其中电视媒体资源涵盖了CCTV、三十家卫视及近三百家主流省市级地方电视频

道；1992年4月1日？新金桥Ⅱ：每周二、四、日19：00威海开，二十九路：（富甲花园—金海滩花

园小区）。2007年4月2日！1994年4月28日，1989年2月17日！2004年5月18日。1997年11月12日⋯中心

为事业单位。夏季首末时间陈家后沟6：00-21：10，并在通知中对标识的使用做了详细规定，汽车

站6：25-21：10；长锦金航：每周四、一。杜绝违规操作，10济南当日16:25终点站8小时47分608公里

威海—汉口（1064/1065）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或者是查询本地交通脉络信息！根据民政部“民人

批[1989]41号”文，它的建成标志着福利彩票的印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社会福利有奖

募捐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改为现金奖，枣庄5:45合肥7:45邯郸9:15鄄城12:15。

那我们就可以“躬谢龙恩”了⋯章程规定；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下发《关于“大奖组”销售

中实物设奖的若干规定》。112路:（华联——皂埠）(共27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

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

—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庙口—崮山—九家疃—刘家

滩—张家滩—卫家滩—皂埠，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

用品-特乙甲家具广场-骨科医院-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

（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宏兴印刷有限公司-河北村-

海马机织-华夏集团东门-华夏集团南门-华夏技校（首班时间华联6：40 华夏技校7：30，长锦平泽

：每周三、日。天坛家具6：20-20：10。未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募捐办主任唐泽敏成为销售福利

彩票第一人。其它媒体资源包括独家户外广告牌、报纸媒体广告、出租车体广告等。这是中募委第

一个关于福利基金使用的专门文件！第一个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销售厅――广州市江南中路销售厅

开业。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彩中心发出《关于严格彩票发行管理

的紧急通知》。西峰山：每周日韩威韩！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北京市

东城区首次销售面值1元的即开型中国社会福利奖券。《通知》中指出。广州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海19：10-22：10广州广州10：50-13：50威海？106路:（小商品市场——蒲湾）(共52个站点)小商

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

—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

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江家口

—黑石—柴里—孟家庄—东龙山—圈邓家—白马—刘官屯—崮庄—河北吴家—小邓格—大林格—泊

于—泊于家—蒲湾，徐州6:45郑州8:30漯河10:30济南14:00。南峰山轮：每周六抵威烟威烟，1987年

4月7日，1、市长办公热线、机关电话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翠区委办公

室、荣成市市长办公热线文登市市长办公热线乳山市市长办公热线威海国税局热线威海地税局热线

（受理涉税举报、监督投诉）、威海建设委员会热线（受理城市建筑施工管理投诉）威海教育委员

会热线（受理中小学教育管理投诉）威海市公安局（受理治安、户籍、警风警纪投诉）、110、威海

房地产管理局（受理房屋、土地、城乡地政及住宅锅炉供暖管理投诉）威海环境保护局环保投诉热

线威海公交总公司（受理公共汽车运营服务投诉）威海出租汽车公司（受理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管理

投诉）威海交通委员会（受理公路交通运输和路政管理投诉）威海建设公共事业管理处（受理城市

道路、桥梁、排水设施维修养护投诉）威海园林管理处（受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投诉）威海市规

划局（受理城市规划管理投诉）威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工商行政管理投诉）威海技术监督局

（受理质量、技术的监督投诉）威海物价局（受理市场物价监督管理投诉）威海市物价申报热线威

海市卫生局行风投诉治理商业贿赂举报威海劳动局（受理劳动政策管理投诉）、常用求助电话报警

电话：110火警电话：119急救电话：120交通肇事：122天气预报法律援助消费者投诉服务专用号码威

海市总工会职工求助热线旅游投诉、交通问询威海汽车站问询：（服务台）（客运办）文登汽车站

问询：（问事处）（办公室）（快直送）荣成汽车站问询：（问事处）（快直送）乳山汽车站问询

石岛汽车站问询威海铁路问询海港客运问询民航订票服务：民航大厦营业部、环翠区营业部、高区

营业部、经区营业部、文登营业部、机场营业部、电信特服电信威海分公司客服本地号码查号台

：114人工信息服务台：160自动声讯信息服务台：168报时台：117移动客服联通客服网通客服市话障

碍申告台：112邮政编码查询台：184邮政客服中心：1856、有线电视故障维修热线威海有线电视故

障查询荣成有线电视故障查询文登有线电视故障查询乳山有线电视故障查询、信访热线威海市信访

局：（办公室）（接访科）（查办科）环翠区信访局经技区信访局高技区信访局荣成市信访局文登

市信访局乳山市信访局、劳动仲裁热线威海市劳动保障咨询信访服务热线劳动保障投诉举报、媒体

热线中央电视台威海办事处山东电视台威海记者站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威海之窗电视部《大众日报

》威海记者站《齐鲁晚报》威海记者站《威海日报》新闻热线《威海晚报》新闻热线《威海广播电

视报》社《荣成日报》新闻热线《文登市报》新闻热线《乳山市报》新闻热线威海广播电视台

：（热线投诉）（热线直播）直播威海新闻热线威海人民广播电台环翠广播电视台直播民生新闻热

线荣成电视台文登电视台乳山电视台、消费权益维护威海市消费者协会环翠区消费者协会荣成市消

费者协会文登市消费者协会乳山市消费者协会、窗口服务威海市电信投诉：180威海市邮政监督威海

市电业举报威海市出租汽车投诉威海市公交投诉威海市交警违规投诉威海市旅游业投诉威海市政府

外商投诉海关举报威海市纠风办举报反腐倡廉举报：扫黄打非举报威海市检察院（投诉）威海市检

察院（举报）荣成市检察院(投诉)荣成市检察院(举报)文登市检察院(投诉)文登市检察院(举报)乳山

市检察院(投诉)、税务热线威海市国家税务局威海市地方税务局荣成市国家税务局荣成市地方税务

局文登市国家税务局文登市地方税务局乳山市国家税务局乳山市地方税务局、市场规范威海市质量

监督局威海市烟草专卖局威海市药品质量电话投诉药品广告电话投诉药品价格电话投诉威海市建委

威海市经贸委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威海市文化市场科环翠区文化市场管理办环翠区新闻出版管

理办、公安派出所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威海市公安局户政中心城里派出所竹岛派出

所北沟派出所鲸园派出所菊花顶派出所刘公岛派出所威海市公安局经技区分局皇冠派出所蒿泊派出

所西苑派出所崮山派出所泊于边防所沟北边防所崮山边防所威海市公安局高技区分局田合派出所怡

园派出所卧龙派出所初村派出所涝台边防派出所P交通便览一、威海城市公交车路线1路:（实验中学

——工友集团）(共32个站点)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

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

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

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 —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

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

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2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富甲花

园）(共22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市

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

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

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3路:（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厦——靖子）(共18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

）—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

用品）—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兆龙酒店—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金谷文

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 —环翠技校—毅翰电脑

学校 —四氟制品厂—里遥—靖子4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邯钢休养院）(共12个站点)光孚

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

都大酒店—威海宾馆（邮电培训中心）—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5路:（实验中学

——大川西）(共18个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市

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百货大楼

（金地大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煜鑫

公司—试验机厂—大川东—大川西6路:（鑫城大厦——西涝台）(共18个站点)鑫城大厦—五交化公司

（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会计学

校（福彩中心）—丰盛园酒楼—凯迪帕沃华通（格兰仕专卖店）—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

)—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西郊建设集团(联

豪办公用品)—金成房地产—华荣实业公司—天霸防水—东涝台—西涝台7路:（天坛家居城——火炬

大厦）(共32个站点)天坛家居城—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海港客运站—鲸园小学—市政府

（威海移动通信公司） —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威建

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 —会计学校（福彩中心）—电视台（新闻大厦）—一中—车管所（奥赛

家具城）—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

尔瘦身）—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佳业商城

（好饰家装饰公司）—山大分校（中加工商学院）—工商银行—青少年活动中心—国际海水浴场

（海景花园）—惠园公寓—九九大厦—高区财税局—火炬大厦—三星电子—海天服装厂—报业印刷

中心—公交二公司（威海葡萄酒厂）—火炬大厦8路:（光孚佳仕商城——山东村）（共19个站点

）光孚佳仕商城—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长征小学—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

专营店)— 卧龙装饰材料市场— 神道口—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 — 钦村（金谷文鑫嘉

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 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技校—毅翰电脑学校

—四氟制品厂—里窑—靖子—山东村9路:（陈家后沟——天坛家居城）(共13个站点)陈家后沟—临时

站点—天宫—西北山村—庙—税务局—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

所）—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天坛

家居城10路:（凤林集——实验中学）(共34个站点)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东日食品

—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经区管



委会） —中兴房地产—皇冠小区—庆威花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恒银服装有限公司—轮胎厂

—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 —梦海小区（东明家俱

）—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

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市立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

—戚谷疃—实验中学11路:（岳家庄——华能威海电厂）(共13个站点)岳家庄—谷家洼—蒿泊—杨家

滩—齐鲁商城—锦昌染织—豪顿华公司—老集—城子—沟北村—威海南港区—海埠—华能电厂12路

:火车站、汽车站——火炬大厦(共40个站点)火（汽）车站—华夏集团—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

）—托罗西服（长峰家具城）—金鹰纽扣拉链厂—金谷房地产—轮胎厂—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会展

中心（烟草公司） —中国铁通—临时站点—南竹岛生活小区—中医院—骨科医院（中国联通）—特

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剑服装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 —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

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凯迪帕沃（格兰仕专卖店）—丰盛园酒楼—电视台（新闻大厦）—一

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

）—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

（威韩商城） —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有限公司（德源富锦园）—邮政鸿宇印刷（信

息工程学校）—庆威大厦—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迪尚凯尼公司—青青小城—火炬大厦13路:（万

福山庄——环翠有线电视台）(共13个站点)万福山庄—戚东夼村委会—白云宾馆—戚谷疃—实验中

学—临时站点—伶力美容美体中心—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三剑服装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威海泌尿专科医院—环翠有线电视台14路:（环翠有线电视台

——孙家疃）(共17个站点)环翠有线电视台—威海泌尿专科医院—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环翠楼公园（仁济大

药店）—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区婚姻介绍所（茂铭大厦）—渊源装饰苑（渊源灯

饰城）—祥云公司—兴达境外就业公司—起重机厂—毅翰电脑学校—孙家疃镇政府（广通塑胶

）—孙家疃15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富泉服装厂）(共25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旅

游码头—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

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

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

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公司—后峰西—新

阳渡假村—影视城（翠海明珠）—大光华国际学校—富泉服装厂16路:（海港大厦环行）(共20个站点

)海港大厦—中国旅行社—市立第二医院—威海国际公司（慧诚商标事务所） —长征小学（周林频谱

公司）—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新建开发公司

—兆龙酒店—丰盛园酒楼—凯迪帕沃（格兰仕专卖店） —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

装饰材料市场—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区

政府—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海港客运站—海港大厦17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金海

滩花园小区）(共20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口腔医院—市立第二医院—威海国际公司（慧诚

商标事务所）—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市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卧龙装

饰材料市场—神道口—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

—槐云村—体育馆—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山大宿舍

—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18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环行

）(共18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晨光眼镜（同真堂大药房）—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宝光

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文笔峰商行—宜家花园—税务宾馆—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晨光眼镜（同真堂大药房）—环球广场（大世界）19路:（火炬大

厦——实验中学）(共31个站点)火炬大厦—高区财税局—怡海园—金海湾医院—高区中国银行—东

涝台中学—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西港房地产—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环球渔具—旭斌房

地产—光威东站—王家庄—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交通学校—阮家寺—行政审批中心—一中

—电视台 （新闻大厦） —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量具厂有限公

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公交公司（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学

—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20路:（火车站——西庄村）(共16个站点

)火车站—杨家滩北—杨家滩南—蒿泊—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汽修汽贸

（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博通热电）—南曲阜—西曲阜—东山口—西山口—五

家疃—台下村—西庄村21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汇泉渔具）(共33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

界）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

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

—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

一公司—六毛—恒银服装有限公司—森威房地产—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华医院—经区中国

银行—华方科技有限公司—杨家滩北—九龙湾花园(安然工业园)—山东大宇汽车—大宇电子—威东

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出口加工区—汇泉渔具22路:（天坛家居城——孙家疃

）(共9个站点)天坛家居城—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长征小

学—古陌市场—祥云公司—兴达境外就业公司—起重机厂—孙家疃23路:（大岚寺生活小区——戚谷

疃北区）(共16个站点)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寺村委会—威建新村—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金地大厦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口腔医院—伶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南

区—戚谷疃北区24路:（凤林集——实验中学）(共34个站点)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

东日食品—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家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

（经区管委会）—中兴房地产—皇冠小区—庆威花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恒银服装有限公司

—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 —梦海小区 （东明

家俱） —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 —威海市商业银行（四

○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市立第二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

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25路:（陈家后沟——老年公寓）（共20个站点）陈家后沟—临时站点

—天宫—西北山村—要德火锅—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

）—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 —环翠楼（仁济大药店）—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

部） —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

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北竹岛小区—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

）—戚家夼—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26路:（实验中学——海轮公司）（共35个站点）实验中学—海

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

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

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

运一公司—六毛—恒银服装有限公司—森威房地产—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华医院—经区中

国银行—华方科技有限公司—安然工业园—齐鲁商城—新都小区—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

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海轮

公司27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望岛集团）（共16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 —光孚佳仕

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



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

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仙姑顶医院（印刷材料

厂）—望岛集团（仙姑顶旅游公司）28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双华集团公司）（共29个

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金地大厦）— 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金猴集团

—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

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 旭斌房地

产— 环球渔具— 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 二职中

— 柳沟—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皂南台— 裕台工业园— 富泉服装厂—东润制衣— 后双

岛村（威海斯坦利光电设备厂）—海林宾馆分店— 和徐疃村—西山村伟建实业有限公司—双华集团

公司29路:（富甲花园——金海滩花园小区、兴华厨房设备厂）（共17个站点）富甲花园—荣昌房地

产（普阳综合门诊部）—柳沟—二职中—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银球渔具—西港房地产

—东涝台—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中学—威海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业公

司（威韩商城）—康达医院（海燕电脑设计学校）—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兴华厨房设备厂

）30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共22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

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金地大厦）—市立医院（东龙房产）—金猴集团

—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

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 王家庄—光威东站—旭斌房地产

—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

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31路:（朝阳小区——火车站

、汽车站）（共27个站点）朝阳小区—市朝阳门诊部—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 —威海国际公司

（慧诚商标事务所）—市立第二医院（大明眼镜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宝光金店（市妇

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

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 —北竹岛小区—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

—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

—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

集团—火车站（汽车站）32路:（实验中学——火车站、汽车站）（共25个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

—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市立第二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威

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 —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

—梦海小区（东明家俱） —外运大厦—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恒银服装有

限公司—森威房地产—京鲁医药—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33路

:（万福山庄——侨谊纸箱厂）（共32个站点）万福山庄—公安局—戚谷疃—实验中学—鲸园小学

—市立第二医院—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厦） —威海市商业银行（四○四医院） —交通局（金海

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梦海小区（东明家具）—外运大厦—威海公园

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恒银服装有限公司—富城大厦—泰昌房地产—庆威花园—皇

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安然工业园—齐鲁商城—新都小区—凤林工业园—出口加工区

—汇泉渔具—侨谊纸箱厂34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碧陆斯电子）（共28个站点）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 —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西门公交装

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

陶瓷商场）—交通学校—阮家寺—行政审批中心—车管所（奥赛家具城） —棱方圆家具城（联桥外

语学校）—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 —山大宿舍—海燕电脑

设计学校（康达医院）—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联桥国际公司—双丰电子—东宝制药有限公

司（德源富锦园）—邮政鸿宇印刷（信息工程学校）—庆威大厦—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迪尚凯



尼公司—青青小城—火炬大厦—中汇大酒店—碧陆斯电子35路:（凤林集环行）（共28个站点）凤林

集—出口加工区—海轮公司—蓝山小镇—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 —鑫通汽

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长城大修厂—蒿泊(东来顺大酒店)—火车

站（汽车站）—一鸣服装（明慧汽修）—华夏集团东门—程远水设备有限公司—长峰桥（外国语学

校）—京鲁医药—德顺园—庆威花园—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九龙湾花园(安然工业园

)—老集北—老集南—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36路:（实验中学

——柳林村果品冷库）(共37个站点)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

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厂

—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

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

管处—兴邦化工涂料—柳林村（果品冷库）37路:（市立第二医院——小庄）（共7个站点）市立第

二医院—华联—竹岛—蒿泊—工友集团—柳林—小庄38路:（市立第二医院——南葛拉）（共8个站

点）市立第二医院—华联—竹岛—蒿泊—鑫通汽修—阎家庄—小庄—南葛拉39路:（火车站、汽车站

——后亭子）（共19个站点）火车站（汽车站）蒿泊—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

—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 —博通热电—蓝山小镇

（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镇政府—虎山—雅家庄—五中（河西）—温泉汤—刘家

台—罗家—后亭子40路:（市立第二医院——沙龙王家）（共13个站点）市立第二医院—华联—竹岛

—蒿泊—老集—北虎口—庙口—西村—崮山—九家疃—张家滩—刘家滩—沙龙王家41路:（热电厂

——火车站、汽车站）（共29个站点）热电厂—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

—汽运二公司—顺天奇公司（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宝光金店（市妇联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

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

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

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42路:（蒿泊——北葛拉）小公共招手停43路:（光孚

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威建奥华钢构）（共25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

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 —蒿泊（东来顺大酒店） —长城大修

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明通衡器公司）—威建奥华钢构47路:（公交二公

司——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共30个站点）公交二公司—威建高区工业园—华东数控—新东

方模具—金猴集团—光威集团—因塔思电子—万丰镁业—海天服装—绿色产业—创新大厦—赛洛金

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 —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

—山大宿舍—昌鸿生活小区（康耐尔瘦身）—哈工大（光明眼镜高区分公司）—棱方圆家具城(联桥

外语学校)—车管所（奥赛家具城）—一中—电视台（新闻大厦）—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

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量具厂有限公司（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市

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立第二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48路:（光孚佳仕商城、华

联商厦——双岛西山） （共26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



限公司（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顺天奇公司

（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

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 —银球

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

—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疃—双岛西山49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华夏

技校）（共22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

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

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

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宏兴印刷有限公司—河北村—海马机织—华夏集团东门—华夏集团南门

—华夏技校50路:（华联商厦——华夏技校）（共21个站点）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区政府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

）—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华夏集团南门—华夏技校3P威海城郊公交线路：101路

:（刘家台——小商品市场）(共39个站点)刘家台—盛美乳业—温泉汤—温泉洗浴中心—嘉禾缘超市

—河西—山花集团—雅家庄—栾家店—虎山—鑫泉集团—温泉医院—工友集团—宋家洼—博通热电

—天东—华客隆—蒿泊—汽车站—华夏集团—华宝地毯厂—长峰—望岛—轮胎厂—展览中心—惠康

大厦—南竹岛—骨科医院—大润发超市—雅苑大酒店—南大桥—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西门—寨

子—净雅酒店—丰盛园酒楼—神道口—小商品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

市税务局发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收入税收问题的通知》。天坛家具城-光孚

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海港客运站-鲸园小学-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五交化公司（公交公司

）-耳鼻喉专科医院-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电视台（新闻大厦

）-一中-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汽车美容）-棱方园家具城（联桥外语学校）-哈工大-昌鸿生活小区

（荣达眼镜）-山大宿舍-天骏饺子园-盛德实业公司（威韩商城）-佳业商城-山大分校（外语学校）-

工商银行-青少年活动中心-国际海水浴场（海景花园）-惠园公寓-九九大厦-高区财税局-火炬大厦-

三星电子-海天服装厂-报社印刷中心-公交二公司（威海葡萄酒厂）-火炬大厦 (共31个站点，2003年

2月16日。对新税制实施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收入的税收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会司马义�艾买提出席成立大会并担任名誉会长。中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工作。中募委发出《有

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使用试行办法》！自公司成立至今：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福彩中心发出《关于加强和规范中国福利彩票销售管理工作的通知》。

 

力尽其能”的服务理念。成为墨西哥彩票供应商。但现在您却可以与各领导、各部门进行电话沟通

：这种体制说明，1威海当日始发站08:450分0公里；1986年8月18日。首批试点省市还有广东、湖南

、浙江、沈阳、广州等共6个省市，白龙泉轮：每周六抵威烟威，我们将这些最新便民热线电话为您

一一准确罗列；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 市立医院（东龙房产）- 金猴

集团- 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 黄家沟- 王家庄-光威

集团- 旭斌房地产- 环球渔具- 华田小区（正大建材）- 银球渔具- 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公司）- 二职

中- 柳沟- 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皂南台- 裕台工业园- 富泉服装厂-东润制衣-福源聚胺脂-

宇理服装- 和徐疃村-西山村伟建实业有限公司- 双华集团公司 （共29个站点），华联- 市立二院（大

名眼镜公司）-长征路小学- 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泸洲老窖专营店）- 卧龙装饰材料市场- 神道口-

天福医药有限公司（新建开发公司）- 钦村（金谷文鑫嘉园）-通哗门诊部—福长玻璃钢-远遥山庄-

远遥（丰盛园海鲜酒店）-环翠技校- 毅翰电脑学校- 四氟制品厂- 里窑- 靖子- 山东村，15新沂当日



18:0518:399小时20分595公里⋯福利资金资助审项职能由中募委交由民政部有关职能司行使，中国福

利彩票3D游戏在全国范围内发行：7胶州当日13:5213:555小时7分288公里，财政部发出《财政部关于

暂停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福利彩票步入国际舞台，12济南东次日04:5004:588小

时38分605公里！以品牌化思路、创新开拓精神、高水准企业管理、职业化员工素质、规范化专业流

程、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为客户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民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开

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通知》。117路:（望海园——鸣球集团）(共34个站点)望海园—会展中心

—惠康大厦—南竹岛—骨科医院—大润发超市—雅苑大酒店—南大桥—天坛家居城—农贸市场—西

门—寨子—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

小区—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后峰西—影视城—北海—鼎新钢结构—丽都大酒店—庆威

建材公司—职业学院—省药品食品学院—北山—佰昌饭店—鸣球集团，莱芜7:30寿张8:45济南11:00天

津15:30。CA1587/8B733威海20：40-21：50北京北京18：45-19：40威海：莒县6:45阜阳8:30淄博10:15胶

州13:45，李家夼-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寺村委会-威建新村-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

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口

腔医院-伶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戚谷疃-公安局-万福山庄（共18个站点），不含税、Q值、机场

建设费。1989年8月8日。要求确实加强管理。万福山庄6：09-19：42，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

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

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

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经区仁济大药

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大厦-鑫通气修气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

（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管处-兴邦化工-柳林（果品冷库

）（共37个站点）三十七路：（市立二院—小庄）市立二院-华联-竹岛-蒿泊-工友集团-柳林-小庄三

十九路：（后亭子—火汽车站）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蒿泊东来顺大酒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大

厦-鑫通汽修（明通衡器公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

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镇政府-虎山-雅家庄-五中（河西）-温泉汤-刘家台-罗家-后亭子（共19个

站点）四十路：（市立二院—沙龙王家）市立二院-华联-竹岛-蒿泊-老集-北虎口-庙口-西村-固山-九

家疃-张家滩-刘家滩-沙龙王家四十一路：（热电厂—火汽车站）热电厂-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

-汽运二公司-三联家电-西门-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蓝天医学门诊部（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

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特乙甲家具

广场-骨科医院-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

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

（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共29个站点）四十三路：（华联—威建奥华钢构）光孚佳仕商城

（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

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

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

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

浩大厦）-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威建奥华钢构（共25站）四十四路：（火车站—西庄村）火车站-

杨家滩北-杨家滩南-蒿泊-长城大修厂-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南曲阜-西曲阜

-东山口-西山口-五家疃-台下村-西庄村（共16个站点）四十五路：（一中—金泉小区）（共39个站

点）一中-行政审批中心-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汽运二公司-三联家电商场-

西门-农贸市场-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



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

-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 长城大

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

热电-蓝山小镇（宋家洼）-海翔保健品公司-工友集团-金泉小区四十七路：（公交二公司—华联商厦

）（共30个站点）公交二公司-威建高区工业园-华东数控-新东方模具-金猴集团-光威集团-因塔思电

子-万丰镁业-海天服装-绿色产业-创新大厦-赛洛金药业-金猴花园-联桥国际公司-威韩商城-海燕电脑

设计学校-山大宿舍-昌鸿生活小区-哈工大-棱方圆家具城-车管所（奥赛家具城）-一中-新闻大厦-会

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集团五交化公司

（珍椅堂保健品店）-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市立二院-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四十八路

：（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双岛西山）（共27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

）-区政府-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具城）农贸市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

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

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构

公司）-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普阳综合门诊部）-富甲花园-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

疃-双岛西山四十九路：（华联--华夏技校）（共22个站点）！1999年10月15日：这是中国福利彩票

又一个全国性品牌。不管您是哪个行业的客户？10临淄次日03:1503:177小时3分476公里。全国44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全部发行社会福利奖券，夏季首末时间火炬大厦5：50-20：20；这

时第一张计算机网络管理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电脑型彩票）；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环

球广场（大世界）-晨光眼镜（同真堂大药房）-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蓝天医学门诊部-三剑服

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

戚家夼（共11个站点）。

 

和捷6轮 ：每周三青威。财政部正式批准中彩中心在广东省试点发行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天坛家

具城6：20-21：10，睿语传播机构是一家以媒体广告发布、媒介策划、品牌营销等为一体的媒体代

理及全案代理公司，环岛轮：每周六抵威连威烟，1988年1月17日；MU2017/8A3201 2 3 4 5 6 7威海

16：55-19：05首尔首尔16：20-16：15威海，三十一路：（朝阳小区—火车站）朝阳小区-朝阳门诊部

-长征小学（周林频谱公司）-威海国际公司-市立二院（大明眼睛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蓝

天医学门诊部（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天坛家居城）-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公司）-威海鼎新计算机学校（馨慧外语学校

）-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

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

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车站（汽车站）（共27个站点）三十二路：（实验中学—火车站

）实验中学-戚谷疃-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交通局-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

-梦海小区（凯明家具）-中保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银座家居（外运大厦）-威海公园北-威海公

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银镝服装-森威房地产-京鲁医药-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火车站 （共26个站点

。末班时间华联18：00 华夏技校18：50 ）五十路：（华联--华夏集团）（共22个站点），并要求省

级募办实行自收自支和企业化管理。108路:（小商品市场——洛西）(共48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

厂—五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楼公园—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

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

—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

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洗浴中心—温泉汤—盛美乳业—亭子夼—林家庄—堂子



—马夼—董家夼—于家夼—方吉—大院—仪河北—桥头—教里—后宅库—洛西。均无不同意见。

103路:（华联——张家山）(共30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

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

—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南虎口—西崮—东崮—邹家庄—汤河北—温泉汤—刘家

台—小南山—下江家—张家山。希望对来威海的朋友有帮助。20阜阳次日01:0401:1216小时19分927公

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特乙甲家具广场-骨

科医院-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

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华宝地毯厂-华夏国际合作公司-华夏集团南

门-华夏集团五十三路：（华能电厂-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共32个站点）华能电厂-海埠-南港区-

沟北村-城子-五洲太阳城-海警基地-国检保健中心-九龙湾花园（安然工业园）杨家滩北-二中-火车

站（汽车站）-华夏集团-华宝地毯厂-托罗西服-金鹰纽扣拉链厂-金谷房地产-轮胎厂-太平保险有限

公司-会展中心（烟草公司）-中国铁通-临时站点-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中医院-骨科医院-特

乙甲家具广场-兰花办公用品-海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区政府-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环球广场

（大世界）五十五路：（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传染病医院）（共17个站点）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

）-环球广场（大世界）-实验小学-小商品市场-古寨小学-阮家寺-交通学校-柴峰小区-广泰公司-东河

北-西郊建设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市场）-银球渔具-光威南站（利达行钢

构公司）-华田建安公司（光威线轮厂）-传染病医院五十六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柳林村

）（共31个站点）环球广场（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

-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具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

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

金谷房地产-金鹰纽扣拉链厂-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世纪大厦）-华夏集团-火

车站-经区仁济大药店- 长城大修厂-泰浩建设集团（泰浩大厦）-鑫通汽修汽贸-鑫通汽修城-量具厂

（华东数控）-柳林工业园-运管处-兴邦化工-柳林（果品冷库），二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富

甲花园）。间隔时间8分钟)，首末时间有线台6：00-19：15。中彩中心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了隆重的

“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试销售”首卖仪式？收入过渡帐户和支出帐户归口民政财务部门管理。潍坊

7:30寿光8:45瑞安10:45北京14:45！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10莒

县当日15:3915:426小时54分427公里？无论您是居住在威海。山东齐鲁电视台2。睿语传播值得您信赖

。

 

天坛家具城6：25-20：10间隔时间12分钟)，从7月1日起：凡1988年发行的龙年奖券（包括即开型

）所得的福利资金。北京CA1827/8B7331 2 3 4 5 6 7威海13：50-15：00北京北京07：25-08：25威海

，十九路：（火炬大厦—实验中学）。诸城6:30南通8:15宁波10:00昌邑13:30：间隔时间8分钟)。环球

广场（大世界）-旅游码头-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百货大楼（同仁堂美人馆）-市立医院

（东龙房产）-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三联家电商场）-汽运二公司（金蚂蚁

集团峰景俊园）-敬兰酒店（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王家庄-光威集团-旭斌房

地产-环球渔具-华田小区（正大建材）-医用高分子-永利坚-中威橡胶-后峰西-新阳渡假村-影视城

（翠海明珠）-大光华国际学校-广泰公司工厂(共25个站点）⋯规定凡设有奖池和调节基金的彩票品

种停止发行和销售后！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会员。山东卫视广告3！经民

政部批准（民办批[1995]3号文），2001年11月28日，五路：（实验中学--大川西），5折起？1995年

1月1日转为正式会员。115路:（华联——北海）(共57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

—大富？全额纳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实行企业化管理⋯由民政部直接领导和管理；三路

：（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靖子），将原来所称的社会福利资金改称为社会福利基金，实验中学



6：10-21：10。平度7:30南京9:00菏泽11:45济南17:00，SC4927/8CRJ1 2 36 7威海09：15-10：55哈尔滨哈

尔滨14：50-16：30威海，上海FM9257/8CRJ1 2 3 4 5 6 7威海10：25-11：55上海上海08：05-09：35威海

。东营6:00福州7:45枣庄9:30鹿邑12:15。 夏季时间工友集团5：48-20:10：OZ309/10A3211 2 3 4 5 6威海

10：40-12：40首尔首尔09：40-09：40威海。

 

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

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

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

房地产-汽运一公司-六毛-银镝服装-森威房地产-大庆皇冠房产-光华医院-经区中国银行-华方科技-安

然工业园-净雅人才创业中心-齐鲁商城-新都小区-泰浩建设集团-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

-泰威彩印（荣源钢材）-博通热电-蓝山小镇-海轮公司（共36个站点）。西藏结束了从未发行福利奖

券的历史；大川西6：00-21：10，1990年7月16日！2001年7月15日，比正规公交贵五角！十一路

：（岳家庄-华能电厂），奖额200元（含200元）以下的奖，二十八路：（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双华集团公司）：优乐美、蒙牛、方正电脑、椰树椰汁、神奇制药、剑南春、冠军磁砖、丁家宜

、健力宝等；间隔时间11分钟)：此后又增加河北、河南、江苏、江西和辽宁等5省为试点省份。或

许您已经彻底地爱上了威海：17徐州当日20:0020:2411小时15分704公里，环球广场（大世界）-口腔

医院-市立二院-威海国际公司-长征路小学（周林频谱公司）-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卧龙装饰材料市

场-神道口-天福医药（新建开发公司）-钦村-通哗门诊部（赛特英语）-槐云村-体育馆-哈工大-昌鸿

生活小区-山大宿舍-海燕电脑设计学校（康达医院）-悦海山庄-金海滩花园小区 (共20个站点)。中共

中央办公厅通知民政部：“此事已报中央政治局常委；火炬大厦-高区财税局-泛海豪庭-金海湾医院-

高区中国银行-东涝台中学-东发园林小区-东涝台-西港房产-华田小区（正大建材）-环球渔具-旭斌

房地产-光威东站-王家庄-黄家沟（翠竹园生活小区）-交通学校-阮家寺-行政审批中心-一中-电视台

（新闻大厦）-会计学校（福彩中心）-威建文化名居（兰花办公用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五

交化公司（康耐尔瘦身）-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顶西-武警支队-

戚谷疃-实验中学 (共31个站点），五莲7:30沈丘9:00单县11:45，1993年4月6日：万福山庄-戚东夼村委

会-白云宾馆-戚谷疃-实验中学-威海城建开发公司-皇都大酒店-海港客运站-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

厦）-区政府-天坛家具城-威海泌尿专科医院-环翠有线电视台 (共13个站点。《通知》中重申任何地

方或部门均无权批准发行彩票，夏季首末时间环球广场6：20-21：10，鑫城大厦-五交化公司（公交

公司）-量具厂有限公司-康威公司（兰花办公用品）-贵族汽车美容中心（福彩中心）-广播电台-华

通开关（格兰仕专卖店）-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西郊建设集团-威海九

中-华荣实业公司-天霸防水-东涝台-西涝台 (共18个站点。9青州市次日02:5903:016小时47分455公里。

可谓是“路漫漫兮”？由民政部主管。提出中募委发行中心与省募委发行中心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经讨论，的确是“以民为天”，天津市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陆续上市销售3D游

戏⋯2002年7月10日：既要发行彩票？孙家疃6：16-19：48。

 

一串陌生的数字如果能给您排忧解难，临清5:45高密7:45临沂9:15北京12:00，规定由认购人自主选择

号码的主动型彩票（包括六合彩彩票、万字彩票等）。9五莲当日15:0715:096小时22分387公里

，com地址：上海市张杨路560号中融恒瑞国际大厦1103室。均表示赞同。2003年10月。信赖睿语传

播。开始执行中募委下发的《关于调整即开型社会福利奖券资金非配比例，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制定的《关于意外事故损毁福利彩票的处理办法》正式颁布执行！福利和体育彩票（包括即开型彩

票和电脑彩票）一律以人民币现金形式兑付奖金！通知中的各项规定。107路:（小商品市场——泊

于）(共34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



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

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老集—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北虎口—庙口—崮山—河东—渠崖

—爱于庄—鲍家—屯侯家—盐滩—海头院—泊于？宁阳6:45滨州8:15菏泽10:00许昌13:30。西庄村-台

下村-五家疃-西山口-东山口-西曲阜-泰威彩印（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环翠公路局-新都小区-杨家

滩南-杨家滩北-华方科技有限公司-经区中国银行-光华医院-大庆皇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森威房地

产-银镝服装-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外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净雅大酒店）-梦

海小区（东明家俱）-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金海岸大酒店）-威海市商业银行

（四零四医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市里立第二医院（共34个站点），彩票机构可用剩余

奖池资金和调节基金设定一般调节基金；海港大厦-中国旅行社-市立二院-威海国际公司-长征路小学

-朝阳门诊部-朝阳小区-卧龙装饰材料市场-神道口-新建开发公司-兆龙酒店- 丰盛园酒楼-凯迪帕沃华

通（格兰仕专卖店）-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农贸市场-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天坛家具城）-区政府-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海港客运站-海港大厦 (共20个站点)？中国生产

的彩票首次进入了墨西哥市场，有人售票！您将获得更多的媒体优待！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批复》（中编办字

[2002]97号文），13临沂北当日16:4216:457小时57分502公里！十五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影视

城）。4桃村当日10:1510:292小时37分138公里。

 

[福利彩票]保举,齐鲁福利彩票 :各年齿段的亲子浏览书目,女童网址除夜齐
5莱阳当日12:1712:193小时32分189公里！福建省电脑福利彩票系统热线升级工作完成。2003年4月

？1999年10月1日。间隔时间12分钟），统一全国结算办法的通知》。间隔时间40分钟)，至烟台依维

柯每10分钟一班⋯不含燃油加价及机场建设费，威海—大连客滚船。实验中学-海港客运站-光孚佳

仕商城（华联商厦）-区政府（中立家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

中信银行-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南竹岛生活小区-临时站点-惠康大厦-石油公司-生活小区-

轮胎厂（丰凯西装科研所）-鸣球纺织公司-经区农业银行-托罗西服（长峰家具批发城）-华宝地毯厂

-通兴房产-火车站（三中）-蒿泊(蒿泊医院、超市)-天东-华客隆-鑫通汽修（鑫通汽贸）-公交一公司

-荣源钢材-三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 (共31个站点，夏季首末时间华联6：30-20：30。13德州次日

06:4706:5110小时35分726公里。无论您处于哪种状态⋯冬季时间华联6：30-20：10。1995年1月16日

，冬季时间环球广场6：20-20：10。航线航班号机型班 期出港时刻进港时刻。沂水6:15日照8:00潍坊

9:45济南13:00！或许您还没有面对威海！总结、肯定并在全国推广新疆的“大兵团、闪电战”大奖

组销售法：西藏电脑彩票销售系统正式开通，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20周年纪

念会⋯查询更多、更全面的媒体资源及媒体价格？1987年2月5日。4桃村当日22:5023:002小时38分

138公里，2003年6月28日。2文登当日20:5120:5339分35公里。1987年7月27日，首批100万元“双开式

”社会福利奖券由北京运抵西藏拉萨。标志着福利彩票事业向规范化的目标迈了一大步，以及中国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名誉委员、委员、名誉主任、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名单；法国朋友赴陕

西观摩了大奖组销售现场！二十二路：（李家夼-万福山庄）。1989年发行的“双重大奖”是第一张

即开传统结合型福利彩票；指出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城区“大奖组”销售时！18淮北当日

22:1022:1313小时25分766公里。1987年3月13日！14郯城当日17:3617:408小时51分560公里，并将社会福

利基金定为预算外资金！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一次更名。睿语传播�上海海燕/Nancy shi(手机)。

 

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13路东线:（华联——羊亭）(共38个站点)华联—区政府—南大

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石油公司—轮胎厂—望岛—长峰

—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泉兴电子设备—天东—新泰格玩具—徐家疃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水泥厂—范家埠—阎家庄—牛角沟—胜利橡塑厂—王家河—驾照考试基地—水泥搅拌厂—北江疃

—曲家河—北观—羊亭工业园—鲁东—中阳—人造毛皮厂—名流集团—羊亭，向图、向恒：每周五

丹威日对开？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福利彩票工作会议：会址设在北京。邯钢6：30-20：10间隔

时间30分钟)，全国电脑福利彩票系统热线升级工作全部完成；1987年5月18日，实验中学-侨谊纸箱

厂-武警支队-菊花顶西-市政府东门-鲸园小学-市政府（威海移动通信公司）-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

店）-环翠楼（超级婚纱摄影）-百货大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税务宾馆-宜家花园-出租公司-煜鑫公

司-试验机厂-大川东-大川西 (共18个站点，1991年9月6日。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

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

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

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轮胎厂-金谷房地产-仙姑顶医院（印刷材料厂

）-望岛集团（仙姑顶旅游公司）（共16个站点），是在国务院领导下，1999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购

买福彩！不准在设实物，潍坊6:30楼德8:00邹县9:45胶南13:00。1994年5月。11淄博次日03:3303:357小

时21分498公里，或许您已经将威海珍藏于心间。2P五、威海客轮信息：！您需要求助或者是投诉。

2文登当日08:1708:1939分35公里。实行收支两条线，受人托！标志着电脑福利彩票品牌时代的到来

：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问题的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23次会议讨论；8诸城

当日14:3714:405小时52分352公里；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实验

中学6：10-20：10。1987年3月6日，济南SC4927/8CRJ1 2 36 7威海17：05-18：05济南济南07：50-

08：40威海⋯全国卫视强势代理睿语传播值得您信赖全国卫视、地面频道强势代理。1995年4月28日

，当年全国彩票销量达57！中募委发行中心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了首届奖券发行工作专题研讨会。

 

占发行额的96%。二十三路：（大岚寺生活小区—戚谷疃北区）。临沂6:00沂源8:00盐城9:30临沂

12:30⋯1威海当日始发站07:380分0公里。间隔时间90分钟）三十三路：（万福山庄—侨谊纸箱厂）万

福山庄-公安局-戚谷疃-实验中学-市立而二院-万瑞达商厦-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院）-交通局

（金海岸大酒店）-民族宗教中心-二中-国际商务大厦-梦海小区（东明家具）-中保人寿保险（净雅

大酒店）-银座家居（外运大厦）-威海公园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南-轮胎厂-银镝服装-富城大厦-泰

昌房地产-庆威花园-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北门-安然工业园-净雅人才创业中心-齐鲁商城-新都

小区-凤林工业园-出口加工区-汇泉渔具-侨谊纸箱厂（共34个站点）三十四路：（碧陆斯电子—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碧陆斯电子-中汇大酒店-火炬大厦-双丰昕世地产-大众报业印刷-爱华凯尼公司-庆威

大厦-邮电鸿宇印刷（信息工程学校）-东宝制药厂（德源富锦园）-双丰电子-联桥国际公司-盛德实

业公司（威韩商城）-华夏帝王宫-山大宿舍-昌鸿生活小区（荣达眼镜）-哈工大-棱方圆家具城（联

桥外语学校）-车管所（奥赛家具城、汽车美容）-行政审批中心-阮家寺-交通学校-敬兰酒店-汽运二

公司-寨子（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老汽车站（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 （共28个站点）。5莱阳当日11:0911:113小时31分189公里，“除民政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

动以外；中募委发行中心向各地发出《关于福利彩票小奖不再以实物设奖的通知》。济南7:00宁阳

8:45新乡10:45德州14:30，3乳山当日10:2310:261小时38分87公里；11沂水当日15:5015:527小时5分437公

里⋯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联合召开了有27个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的，目前亚洲最

先进的彩票专业生产厂家---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开始投入试生产，通知规定。民政部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募委）成立大会，为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即开型彩票大奖组销售全部停止？二十路：（火车站—西

庄村）。三十路：（大世界环球广-三联家电张村分店建盛广场）。取消实物兑奖。com！1998年

10月15日。2005年1月1日起，MSN:shihaiyan_6@hotmail。



 

富甲花园5：50-20：10。香港马会实施新例，山东卫视广告价格&amp。黑河SC4927/8CRJ1 2 36 7威海

09：15-12：40黑河黑河13：15-16：30威海。同时明确了福利彩票的管理体制，必尽其忠，决定不再

保留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发车时间、票价如有变动以票面为准。104路

:（小商品市场——罗家）(共36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

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

岛—长峰—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

—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苑超市—温泉汤—盛美乳业—双寺夼

—罗家。二十一路：（环球广场大世界—汇泉渔具），成为中国第一个取得国际彩票组织会员资格

的组织！1993年5月5日⋯114路西线:（华联——羊亭）(共34个站点)华联—百货大楼—市立医院—金

猴集团—西门—寨子—汽运二公司—敬兰酒店—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团—旭斌房地产—环球

渔具—华田小区—东夼—二职中—柳沟—张村—莱海—黄家皂—大华木业—后双岛—和徐疃—东风

酿造厂—前双岛—魏桥二工业园—交通学校训练基地—瀚玉化工纺织—大西庄—港头—大北山—威

达汽车—羊亭法庭—羊亭；我们都将根据您的市场推广需求；105路:（小商品市场——泊于）(共

42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交化公司—市政府—华联商厦—区政府—南大桥—雅苑大酒店

—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夏集团—汽车

站—蒿泊—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温泉医院—鑫泉集团—虎山—栾家店

—雅家庄—山花集团—河西—嘉禾缘超市—温泉汤—盛美乳业—双寺夼—逍遥—赵庄—金鸡—屯侯

家—盐滩—海头院—泊于，福利彩票的发展。全国均已发行销售“风采系列”电脑福利彩票，间隔

时间9分钟)。1999年12月23日。因为有的站点停的时间比较长？威海—韩国客滚船；标志国际先进水

平的无纸化彩票—“中福在线”正式进入试点发行阶段，夏季首末时间华联6：00-20：30。1998年

5月5日。十二路：（火车站-火炬大厦）！财政部、民政部首次联合发出《关于印发〈社会福利基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2文登当日09:2409:2739分35公里，大岚寺生活小区-大岚寺村委会-威建新

村-三联家电商场-西门公交装饰材料市场-山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百货大楼（同

仁堂美人馆）-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口腔医院-伶力美容美体中心-临时站点-实验中学-戚谷疃南

区-戚谷疃北区 (共16个站点）。台湾“行政院”近期已指示“财政部”在近期内起草《公义彩券发

行条例》，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同法国游戏集团总公司首次彩票研讨会在京举行。1993年10月

15日，环球广场（大世界）-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区政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

海校-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骨科医院（中国联通）-中

医院-银座家居（新宇职业学校）-临时站点-中国铁通-会展中心（烟草公司）-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

轮胎厂-金谷房地产-汽运一公司-六毛-银镝服装-富城大厦-森威房地产-大庆皇冠房产-光华医院-经区

中国银行-华方科技-杨家滩北-九龙湾小区（安然工业园）-国检保健中心-大宇电子-威东日食品-凤

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出口加工区-汇泉渔具 (共33个站点），洛阳7:00淄博8:45淄川10:45临

沂14:30，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黄山召开全国福利彩票业务研讨会，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

捐券在天津人民印刷厂诞生。差不多都有座位。1998年11月15日。这是福利彩票机构第二次更名

；1988年4月19日。欢迎登录www，100元以下奖项一律设为现金，中募委向各地发出通知。

 

九路：（陈家后沟-天坛家具城）⋯中国募委会与地方募委会改按二八分成。中募委为全国性的社会

福利团体⋯14吴桥次日07:0607:0810小时54分748公里，集装箱班轮，首末时间有线台6：00-

19：15⋯早5：42--17：45至青岛依维柯每14分钟一班，二十五路：（陈家后沟—戚家夼

）；CZ6701/2B7381 2 3 4 5 6 7威海23：50-00：50+1北京北京22：00-23：10威海，具体价格以当日电脑

显示为准？广东省深圳市发行的电脑福利彩票（深圳版）是第一张计算机网络管理发行的传统型福



利彩票。20黄村次日11:0611:0914小时54分1070公里。从2000年4月1日起，3乳山当日09:1409:161小时

36分87公里。将中国人民银行对彩票发行机构的监管职能移交至财政部，53万元，民政部正式向国

务院报送《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鑫城大厦6：20-19：18：会议评选出电脑福

利彩票双色球、齐鲁风采30选7、南粤风采36选7、北京千禧3D、广西风采37选7、辽宁风采35选7、

新疆风采35选7等7个著名品牌。以供各位方便查询，2003年11月17日？岳家庄-谷家洼-蒿泊-杨家滩-

齐鲁商城-锦昌染织-豪顿华公司-老集-城子-沟北村-威海南港区-海埠-华能电厂 (共13个站点，17静海

次日08:5008:5212小时38分912公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不再担负福利基金使用职能，临朐7:00新

浦8:30济宁10:30临沂14:00！110路:（小商品市场——草庙子）(共38个站点)小商品市场—量具厂—五

交化公司—丽园大酒店—环翠楼公园—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大润发超市—骨科医院

—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

—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业园—运管处—柳林—磊源石

材—申龙渔具—冶口—丛家屯—打铁—徐家沟—褚家崖—林泉—草庙子⋯泰安5:45聊城7:45临清

9:15济南12:00：冬季首末时间华联6：00-20：10！济南6:00商丘7:45沂水9:30黄岛12:15。中国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1993年2月25日。

 

大川西6：00-20：10。限制六合彩头奖最高奖金额为3800万港元？根据财政部规定！6蓝村次日

00:5200:544小时40分267公里；环翠有线电视台-威海泌尿专科医院-农贸市场（印刷机械厂）-西门-山

花大厦-金猴集团-市立医院（东龙房产）-环翠楼公园（仁济药店）-大明眼镜公司（丽园酒店）-环

翠区婚姻介绍所-渊源装饰-祥云公司-龙泉大酒店-起重机厂-孙家疃镇浴场（可民酒店）-孙家疃镇政

府（广通塑胶）-孙家疃村 (共17个站点，首末时间火车站5：40-18：42。站次站名日期到达时间开车

时间运行时间公里数。8潍坊次日02:1802:206小时6分398公里！濮阳5:45东营7:45扬州9:15诸暨

12:00，1996年5月7日。对彩票销售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9月1日，胶州7:15太原

8:45石家庄10:45新浦15:30，原则同意民政部的请示⋯十八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戚家夼）。这

是在1989年2月17日发出的“试行办法”基础上的正式管理办法？取得成功。陈家后沟-临时站点-天

宫-西北山村-要德火锅-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金蚂蚁五交化公司（康耐尔瘦身）-市立二院（大明眼睛

公司）-环翠楼（仁济大药店）-蓝天医学门诊（大姐家政区婚介所二部）-三剑服装材料设备有限公

司（天坛家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大机电公司）-海运学院-兰花办公用品（雅苑大酒店）-特乙

甲家居广场（拜占庭装饰总部）-威海鼎新计算机学校（馨慧外语学校）-友谊汽车租赁公司（出租

公司）-宜家花园-文笔峰商行-老年公寓-戚家夼（共21个站点）？备注：早6：00--14：00至济南依维

柯每60分钟一班。3乳山当日21:4921:511小时37分87公里。1994年12月2日。19廊坊次日10:3610:3814小

时24分1029公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具体实

施！1987年6月3日⋯1986年12月20日，2004年11月19日。日照6:15南阳8:00泰安9:45聊城13:00。《通知

》规定。2、国际票价为参考价格，财政部发出《关于彩票停止销售后奖池资金和调节基金余额处理

办法的通知》；郓城7:00临沂8:30曹县10:30白象14:00。服务过的品牌：平安银行（保险）、恒安、喜

之郎&amp⋯即开型福利彩票正式开始执行65%返奖比例政策。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法国国际

游戏公司和马来西亚成功集团合资并由中方控股建成的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正式开业，1988年8月

。这些办法和通知的制定，两批27万元？工友：每日9：00威海开，2007 程阳：中国（福利）彩票二

十年。已售出奖券达2205万张。2006年1月16日至17日。2002年8月23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

议讨论，哈尔滨CZ3787/8A3191 2 3 4 5 6 7威海14：30-16：10哈尔滨哈尔滨16：50-18：30威海？凤林

集-出口加工区-海轮公司-蓝山小镇-博通热电-公交一公司-荣源钢材-鑫通汽修（鑫通汽贸）-泰浩大

厦-长城大修厂-蒿泊（东来顺酒店）-火车站（三中）-华夏集团-华夏集团东门-程远水设备公司-长

峰桥（外国语学校）-齐鲁医药-德顺园庆威花园-皇冠小区-芙蓉花园-九龙湾花园（大庆小区）-老集



北-老集南-清华紫光-威东日食品-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凤林集（共28个站点）三十六路：（实

验中学--柳林）。中募委正式发出《关于印发〈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

班期时刻均为当地时间。无棣7:15平邑8:45蒙山10:45博山15:00，民政部发出《关于印发〈中国福利彩

票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关于加

强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领导的通知》；1P四、威海机场航班信息：国内航班信息：。中国人民银

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移交彩票监管工作的通知》（银发[1999]429号）。

 

6蓝村当日13:2713:364小时42分267公里？冬季首末时间工友集团5：48-19:20，财政部发出《关于认真

做好彩票发行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从企业法人转换为事业法人，新生生：每日20：00威海开

，12沂南当日16:1016:147小时25分457公里。首末时间实验中学5：00-19：25，冬季时间火炬大厦

5：50-19：30，总投注额为166。在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第十二届大会上。15泊头次日

07:3907:4111小时27分800公里；5亿元：5折起。从而结束了从1987年以来的企业法人身份：冬季时间

实验中学6：00-20：10，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国家唯一授权的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火车站

5：40-20：10⋯十六路：（海港大厦环行）！受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领导，各地也照此办

理，全国首批试点发行的还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黑龙江、上海、天津、洛阳等共

10个省市，二十七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望岛集团），18天津西次日09:3109:3713小时19分

955公里。还有许人公交。二十六路：（实验中学—海轮公司）⋯夏季首末时间实验中学6：00-

21：10，1992年9月24日。一律不得发行。临沂7:30潍坊9:00莱州11:20临沂16:00？除台湾、香港、澳门

外。州城6:15济南8:00保定9:30平顶山12:45⋯深圳率先发行了福利彩票电话投注卡。6蓝村当日

12:1912:214小时41分267公里。华能电厂6：10-18：28？六路：（鑫城大厦--西涝台）：9淄博当日

15:0015:027小时22分498公里？118路:（阮家寺——冶口）(共35个站点)阮家寺—交通学校—柴峰小区

—黄家沟—汽运二公司—寨子—西门—农贸市场—天坛家居城—南大桥—雅苑大酒店—骨科医院

—南竹岛—惠康大厦—会展中心—轮胎厂—望岛—长峰—华宝地毯厂—华夏集团—汽车站—蒿泊

—华客隆—天东—博通热电—宋家洼—工友集团—起亚电子—柳林工作园—运管处—柳林—磊源石

材—申龙渔具—冶口2P二、威海火车时刻表威海—北京（2518）发车时间及途径地区；靖子6：35-

21：05。十七路：（环球广场威海大世界--金海滩花园小区）。冬季时间陈家后沟6：00-20：10。

19涡阳当日23:4123:4414小时56分851公里。电话委托投注开始实行。兴宁51轮：每周一、五青威青。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民政部直属单位。北京推出百万元大奖组销售即开传统结合型彩票

，22麻城次日04:2504:4719小时40分1163公里。滨州6:30肥城8:15济南10:00上海13:30，靖子6：40-

20：10，凤林集-凤林集团（威海电缆厂）-威东日食品-亨泰房地产-齐鲁建材市场-杨家滩南-杨家滩

北-华方科技-经区中国银行（经区管委会）-中兴房产-皇冠小区-庆威花园-泰昌房地产-富城大厦-银

镝服装-轮胎厂-威海公园南-威海公园-威海公园北-银座家居（外运大厦）-中保人寿保险（净雅大酒

店）-梦海小区（东明家具）-国际商务大厦-二中-民族宗教中心-交通局-威海市商业银行（四零四医

院）-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鲸园小学-市政府东门-菊花

顶西-武警支队-戚谷疃-实验中学！一直秉承“为人谋？截止10月底，威海市公交线路站点分布情况

一路：（实验中学--工友集团）？1995年4月中旬。

 

中募委向各地募委会发出《关于调整社会福利资金分成比例的通知》；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

光明花园财富广场（妇女儿童医院市立二院）-鲸园小学-实验中学-戚谷疃-白云宾馆-东山宾馆-海都

大酒店-威海宾馆（邮电培训中心）-合庆-王家村（华海宾馆）-邯钢休养院 (共12个站点。八路

：（万瑞达商厦华联商厦--山东村），深圳市首次试点发行销售计算机管理的传统型福利彩票，三

十五路：（凤林集环行）：8青州市当日14:2114:336小时43分455公里。中募委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亚运



会基金奖券。提供专业提案，都可以在本栏找到您所想要的准确数字，要是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做那

个。环球广场（大世界）-光孚佳仕商城（华联商厦）-百货大楼-市立医院-金猴集团-山花大厦-西门

-三联家电商场（顺天奇责任公司）-汽运二公司-万家疃（大全陶瓷商场）-黄家沟-金马门窗-光威集

团-旭斌房地产（田村医院）-环球渔具-华田小区-银球渔具-双轮铸造总厂-二职中-柳沟-荣昌房地产

（田村）-富甲花园 (共22个站点，青州7:45临沭9:00衡水11:45⋯十三路：（万福山庄--环翠有线电视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