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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乘公交刷支付宝
3月打5折4月随机减

从3月12日开始至3月31日，
在济南乘坐公交车使用支付宝
可享受五折优惠。活动期间，每
人最高享受15笔优惠(单次乘车
五折减免金额不超过5元)，若账
户中已有支付宝其他优惠，则
优先使用其他优惠。另外，4月市
民刷支付宝乘公交，每人每天
一笔随机立减，最高享免单。

记者 刘一梦

●3月坐济南客车出游
1 .5米以下儿童免票

近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针对泰安、曲阜、肥城、邹城、青
州、寿光、平阴、枣庄、沂水、蒙
阴、烟台、石岛、郑州、安阳、石
家庄共15条踏青线路，推出优惠
政策：即日起至3月31日，凡以家
庭为单位(3人以上)购买活动线
路的旅客均可享受团体价格；
携带1 . 5米以下儿童出行的旅
客，儿童免票。需注意的是，两
个活动不可同时参加。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韩燕

●双喜挂面等11批次食品
被抽检不合格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局对粮
食加工品、食用植物油进行了
监督抽检。其中，山东中益粮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鸡蛋风
味面、1 批次刀削面、1 批次双
喜挂面、1 批次爽滑面、1 批次
长寿面、1 批次鸡蛋风味挂面、1
批次精制挂面中含有不得在食
物中使用的二氧化钛；齐河县
食为天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 4 批次黑芝麻香油中的酸值
超标。 记者 刘紫薇

● 4 月 1 日起三个月
山东进入黄河禁渔期

今年起，山东省开始实施
黄河禁渔期制度。禁渔期从4月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 时，其
中东平湖禁渔期更长，为 4 月 1
日零时至 8 月 31 日 24 时。禁渔
区包括山东管辖范围内的黄河
干流、东平湖，以及黄河支流金
堤河、大汶河的干流河段。

据大众网

●山东遴选200名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据山东省委组织部消息，
今年省委组织部将会同省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现面向海内外，
遴选支持 200 名左右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此次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工程申报分产业创新、科
技创业、产业技能三个类别。省
财政将为每名入选人才提供 50
万元至 600 万元经费资助。目前
遴选已开始申报。据新锐大众

●青岛今年中考
首增“网上报名”环节

据青岛市教育局消息，今
年青岛中考报名步骤中首次增
加了“考试网上报名”环节，考
生需要在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
使用学籍号和身份证号登录

“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进
行网上考试报名。

据《半岛都市报》

省工商发布去年投诉和抽检信息，交通工具类抽检合格率最低

防冻玻璃水有一半不合格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刘倩

13日上午，记者从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获悉，2017年全省工商
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者
投诉14 . 86万件，月平均超过1万
件，其中，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
高 居 榜 首 ，占 到 总 投 诉 量 的
43 . 76%。在商品和服务质量投诉
中，以交通工具类投诉最为集
中，主要投诉原因有汽车及零

部件质量存在问题、汽车保养
价格不透明等。另外，在去年的
全省抽检当中，交通工具类商品
总体合格率也最低，为 64 . 19% ，
其中防冻玻璃水的合格率仅有
一半。

在受理的投诉举报中，排名
前三位的为商品和服务质量、售
后服务、合同问题。从投诉的商
品看，交通工具、通讯器材、装修
建材、日用百货和家用电器居消
费者投诉的前五位。在交通工具

类投诉中，除了汽车及零部件商
品质量低劣、保养价格不透明
外，售后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
差、强制搭售保险和挂牌、个别
4S店用二手车冒充新车出售等
都是投诉较多的问题。

去年全省各级工商系统和
市场监管部门对360多种商品进
行了抽检，涉及家用电子电器、
衣服鞋帽、交通工具、日常用品、
消防器材等9大类20多种类商
品。在所有被抽检的商品中，交

通工具类商品总体合格率最低，
总体合格率为 64 . 19%。其中，制
动软管合格率最低，仅为 42 . 86%，
主要是爆裂强度不合格；防冻玻
璃水的合格率为 50%，不合格的
原因主要是防冻玻璃水用洗洁
精、低廉的甲醇及色素勾兑导致
防冻效果不好。

因此，山东省工商局提醒消
费者在选购此类商品时，一定要
选择正规厂家商品，避免权益受
到侵害。

不避让急救车，30余辆车被罚200记3分
470辆车因避让造成的违章被交警消除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交警发布了济南
救护车“无忧避让”系统抓拍到
的视频数据。据统计，这一系统
自去年10月17日上线以来，共有
470 辆车因主动避让急救车辆而
造成的违法行为被撤销。另外，
也有 30 余辆车因不避让急救车
辆被拍，受到罚款 200 元、记 3
分的处罚。

去年 10 月份，济南市交警
支队为济南急救中心下属的 75
部急救车配装了智能行车记录
仪，搭建视频数据传输平台，形
成“无忧避让”系统。急救车驾
驶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可以

对社会车辆的拒不避让和主动
避让等行为进行视频取证，作
为执法证据。几个月来，共收集

急救车辆举报视频5000余条，其
中经审核主动避让急救车辆的
视频 600 余条，不避让急救车辆

的违法数据 30 余条。从数据看
来，拒不避让急救车通行违法
行为急剧减少。

济南交警介绍，遇有急救
车辆可以避让却未避让的，急
救车驾驶人会对前方车辆进
行视频抓拍并实时传输至“随
手拍”后台，审核调查后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法
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
处罚。因主动避让急救车导致
违法的，交警部门会根据急救
车行驶轨迹对其予以撤销，可
撤销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越
线停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
道等。

近日，《新建铁路郑州至济
南铁路山东段（济南地区）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公众参与公示》
发布，郑济高铁济南段线路已
经基本确定。郑济高铁起自郑
州东站，止于济南站，济南段途
经长清区、市中区、槐荫区、天
桥区，将在长清设站，接入济南
西站，还将有联络线接到济南
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山东段由聊城莘县进入山
东省境内，途经聊城莘县、阳谷
县、东昌府区、茌平县和德州齐
河县，济南长清区、市中区、槐
荫区、天桥区。郑济高铁通车
后，将使济南至郑州的铁路客
车时间缩短至1个多小时。综合

退休人员领养老金
实现“一卡通行”

近日，山东省社保厅召开
社保卡发放养老金工作会议，
全面启动省本级社保卡发放养
老金工作，退休人员领取养老
金即将实现“一卡通行”。

据了解，自2017年10月起，
省本级参保单位实行新增预发
退休人员、新增退休人员使用
社保卡领取养老金，并在兖矿
集团、枣矿集团全面开展社保
卡发放养老金试点。在此基础
上，自2018年3月起，省社保局
加快推进，全面启动省本级社
保卡发放养老金工作，并确保
2018年10月底前全面完成。

据《齐鲁晚报》

郑济高铁
济南段线路确定

近日，青岛市人社局推出全
国首个“互联网+人社”电子社
保卡，不仅是身份凭证还能线上
支付和线上经办。青岛市电子社
保卡以实体卡等比例电子图片
形态在“青岛智慧人社”移动
APP 平台呈现，卡面信息与实
体卡一一对应，功能应用与实体
卡完全一致，包括社保账户和金
融账户两方面应用。

参保人可先下载安装青岛
智慧人社APP，安装成功后输入
身份证号码和密码登录后，即可
看到“电子社保卡”。点击进入，可
以看到最上方显示有社保卡余

额，并列出了付款码、账单选项等
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实名认
证后，才能使用扫码支付。

“在身份凭证功能上，电子
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具有同等
效力。”青岛市人社局社会保障
卡管理处处长卢永华介绍，今
后，参保人到全市人社系统办理
社会保险事务时，可用手机出具
电子社保卡，经验证后可不再提
供实体社保卡、二代身份证等其
他身份证明材料。

电子社保卡开通了扫码支
付功能，市民在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买药结算，或在定点医院住院

门诊以及社区门诊结算时，带着
手机通过电子社保卡支付码进
行扫码支付，无需再携带实体社
保卡。目前，青岛市已有 2000 台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支付终端支
持电子扫码结算，支付方式更加
安全快捷。

另外，登录电子社保卡，还
能及时查询社保卡制卡进度、卡
片状态，个人自助办理卡片激
活、挂失、注销、照片上传、实名
认证等业务，还能查询医保个人
账户交易明细、账单、余额，参保
人不用到银行窗口排队，就能办
理社保卡业务。 综合

青岛在全国首推电子社保卡
功能与实体卡一致，可做身份凭证线上支付

□记者 高雯

3 月 15 日，冷空气席卷全省
大部分地区，原计划该天停暖的
济南市、枣庄市等全省几个城市
延期停暖，济南延长 5 天至 3 月
20 日停暖，延长供暖期间不再
向市民额外收取费用，“看天供
暖、看天停暖”已经成为全省供
暖季的常态。

14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下发采暖季延期通知，根据市
政府统一部署要求，2017-2018采

暖季延期至2018年3月20日。延长
的这5天不再向市民另外收费，
按照居民家100平方来计算，居
民可以节省约111元的供热费。

“根据原规定，济南会在3月
15日停暖，但当天遇到大降温，
降温幅度达到20度，为了保障民
生，采暖季延期5天，各个热企都
会根据通知执行。”济南市供热
办相关负责人说，延期停暖、看
天停暖对济南来说已经是常态，
前年和之前都出现过延期停暖
情况。

除了济南，枣庄、泰安、聊城
等全省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延期
停暖情况，全省最早停暖日“3月
1 5日”停暖的地区也在减少。
2016年开始，泰安将供暖截止时
间由3月15日调整到3月20日，
2017年起济宁也将供暖截止时
间由3月15日调整到3月20日。

此外由于气候和天气不同，
烟台地区的停暖时间一直为3月
31日，青岛地区是全省供热时间
最长、停暖时间最晚的城市，供
热时间为11月16日至4月5日。

济南采暖季延长 5 天至 3 月 20 日
“看天供暖、看天停暖”成全省常态

路口红灯，一辆私家车对救护车鸣笛无动于衷。（济南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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