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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网约车新政 2 月起实施
车龄少于 1 年，驾驶员须有 3 年驾龄

济南“禁放”正式实施，3月2日前可到服务站进行置换

上交鞭炮可换生活用品

首批共享汽车落地省城
每公里 0 . 98 元，停放车辆需到固定站点

□记者 刘紫薇

近日，济南首家本土共享汽
车品牌喜尔客共享汽车开始试
营业。该共享汽车采用了四门四
座的北汽新能源车辆，目前投放
了100辆，预计3月份投放量达到

600 辆，在万达、奥体、机场、高铁
站、和谐广场、洪楼商圈、泉城路
商圈、大明湖景区等核心繁华区
位设立了近 60 个直营站点，满
足用户的借还车需求。

截止到 1 月 1 日，试营业的
5 天时间，有 560 多个新用户注

册，订单超过 400 多个。
市民如何使用共享汽车？山

东喜尔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
运副总李波介绍，市民在使用该
品牌新能源电动共享汽车时，需
要先下载“喜尔客”手机 APP ，
注册后缴纳 1000 元押金并上传

身份证、驾驶证等相关证件进行
实名认证，即可查看就近租车站
点，选择车辆，解锁后便可开始
用车。

“停车要到固定站点，在站
点可以进行充电。”李波强调，共
享汽车不能随意停放，行程结束
后，需将车辆驾驶至固定站点进
行还车，可选择支付宝或微信等
支付方式付费。

在收费方面，按照实际行驶
里程(公里)+实际使用时间(分钟)
的方式，每公里收取0 . 98元，每分
钟收取0 . 1元，最低消费价格为
5 . 94元。“前3个月为试运营期，优
惠券会通过APP不定时发放。”
李波说，市民预约用车至少提前
15分钟。

若驾驶共享汽车出现违章
或者事故怎么处理？李波介绍，
根据用车时间以及违章时间段
可以很精准地确定是哪个用户
开车时出现的违章行为或者事
故，违章罚款和修理费用需要
用户自己承担，若用户不处理，
就只能强制性扣除押金。

下一步，喜尔客共享汽车将
陆续完成600辆供于运营的车辆
的交付工作，争取在济南开设站
点200个，建立充电桩站100个，充
电端口500个。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宋超

《济南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规定》已于2018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市民若在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将会
受到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即日起，市民可到社区内

的服务站中将屯放在家中的烟
花爆竹换置成生活日用品等。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
内，部分社区居委会设置了‘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志愿者服务
站’，市民可到服务站将家庭剩
余的烟花爆竹置换为锅碗瓢盆
等生活日用品或纪念品。”工作

人员介绍，即日起至2018年3月2
日都可以进行上交和置换。

除了到服务站进行置换外，
市民还可以将家中的烟花爆竹
主动上交至周边派出所，济南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王殿波说，禁放烟花爆竹首日正
值元旦假期，全市情况很好，未

发生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
情况。

济南市公安局还发布了《济
南市燃放、销售(储存)烟花爆竹
等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办
法》规定，举报燃放烟花爆竹等
违法行为的，可获得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奖励，而所举报的
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涉嫌
犯罪被立案侦查的，最高可获得
一万元的奖励。市民可以通过拨
打 12345 、110 报警电话或者发
送信函、传真等方式进行举报。

□记者 刘紫薇

近日，济南市政府发布《济
南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意味着
济南版网约车规定正式发布，对
网约车车辆、驾驶员、网约车乘
客等进行规范，该《细则》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细则》规定，济南网约车必

须使用本市号牌，车型为7座及
以下，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高
于 11 . 5 万元。另外，车龄从初次
注册登记取得机动车行驶证之
日至申请日未满1年，必须具备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车身电
子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前排座位

安全气囊和前后座安全带。
若想成为网约车驾驶员，车

辆所有人须具有本市户籍或持
有本市有效居住证，未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
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上驾
驶经历；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
内无记满 12 分记录；而且承诺
同时服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不

超过 2 家等。
自2016年11月1日之后，《细

则》施行前，在济南市市区注册
登记符合条件的车辆及驾驶员，
若需继续在济南市经营的，应在
本细则施行之日起6个月的规范
期内办理相关许可手续，逾期未
办理的，则不能继续提供网约车
服务。

烟台职工医保新政执行
连缴6个月可享待遇，最高支付限额25万元

1月1日，《烟台市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正式实施，
新《实施办法》在原来的基础上
对享受医保待遇的条件、统筹基
金的最高支付限额、生育待遇享
受条件等做出调整。

对于享受医保待遇的条件，
原政策规定“新参保或重新参保
的职工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并连续缴费满一年的，按规定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满六个月
不满一年的，按 50% 执行；不满
六个月的，不予支付”。调整后放
宽了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条

件，将连续缴费期限缩短为六个
月，即新参保或重新参保的职工
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连续
缴费满六个月的，按规定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

另外，新《实施办法》对最高
支付限额进行了调整。烟台市原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
额为 18 . 5 万元。调整后规定，最
高支付限额为 25 万元，在一个
医疗年度内，统筹基金支付住院
医疗费用、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
不能超过最高支付限额。

为适应职工异地生育的实

际需求，烟台市人社部门对异地
生育有关规定进一步进行了完
善，女职工经批准回原籍或异地
工作到非定点医疗机构生育发
生的医疗费用，按照4300元的定
额标准享受生育医疗待遇。而对
于省内跨地区职工生育保险转
移接续的问题，用人单位应按照
规定为职工连续足额缴纳一年
以上生育保险费。

此外，新《实施办法》还将女
职工保胎类疾病所发生的住院
医疗费用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据胶东在线

烟台经济适用住房
满 5 年可上市交易

1 月 1 日，《烟台市市区已购
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实
施细则》正式废止，购买经济适
用住房合同签定日计满 5 年的
且取得产权证的，购房人可上市
转让经济适用住房。

根据规定，2007 年 11 月 19
日以前销售并签订购房合同的
经济适用住房，除正常税费外，
由受让人按照成交价格的 1% 缴
纳土地出让金；2007 年 11 月 19
日之后销售并签订购房合同的
经济适用住房，除正常税费外，
由房屋权利人按照计税价格与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价的
50% 缴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

据水母网

山东 15 批次化妆品
防腐剂等超标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局抽
检了山东九鑫日用化工、山东
美高斯麦化妆品等企业销售
的面膜类、口唇类、洗浴类、香
水类等 112 批次化妆品。15 批
次化妆品不合格。

其中，山东九鑫日用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的满婷沐浴乳、
满婷植物洗发露中的化妆品
用防腐剂含量超标；青蛙王子
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沐
浴露中化妆品用防腐剂含量
超标；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可婷花青素发用打蜡中
芳香醇含量超标。对不合格产
品，相关部门已经按规定进行
核查处置。 记者 刘紫薇

3 日，济南轨道交通 R1 线
高架段成功组立接触网第一
杆，这标志着 R1 线进入站后
供电系统安装阶段。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负责
人介绍，R1 号线供电系统施
工包括接触网、变电所和环网
电缆等系统安装。接触网系统
是整个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R1 线隧道内
采用刚性接触网悬挂方式，总
共架设 22 . 5 条公里；车辆段及
高架线路采用柔性接触网悬
挂方式，共架设 100 . 7 条公里。

按计划，预计 3 月底车辆
段试车线“电通”，9 月底实现
全线“电通”。 记者 郝小庆

济南轨通 R1 线
供电系统开始安装

山东首次举办
水浒专题书画展

为庆祝水浒研究会成立
五周年，“忠义水浒-庆祝山东
省水浒研究会成立五周年名
家书画邀请展”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济南举行，这是山
东省历史上第一次水浒专题
书画展，此次画展共有 108 幅
作品参展。

山东省水浒研究会是由
山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由省
内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各行业
中水浒文化学者组成的省级
社会团体。自 2012 年 4 月 21
日成立以来，以专业研究、推
广水浒文化为己任，连年举办
学术会议和其它学术活动，出
版发表多种学术著作，主持省
旅游局“水浒故里”学术考察
项目等。 张成

寒假时间确定
中小学2月3日放假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获
悉，济南市中小学寒假时间确
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开
始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3 日(腊
月十八)，寒假结束时间为 3 月
3 日(正月十六)，第二学期开学
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4 日(正月
十七)开学。

高中阶段学校寒假开始
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0 日(腊
月二十五)，寒假结束时间为 3
月 3 日(正月十六)，第二学期
开学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4 日
(正月十七)开学。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李艳

济济南南首首家家共共享享汽汽车车开开始始““试试跑跑””。。（（企企业业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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