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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通3·15维权直通车
您遇到啥维权麻烦事，请拨打本报热线6982110

本报泰安3月3日讯(记者 赵
兴超)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益
临近，您是否还在为维权路上的艰
难而发愁，是否为自己的权益得不
到保障而气愤？3日，本报开通3·15

维权直通车，市民可通过热线、微
博、QQ、微信、邮箱等方式，说出您
的遭遇，我们帮您解决。

买到劣质假冒伪劣商品怎么
办？商家霸王条款强制消费该如
何处理？花了冤枉钱买不到相应
服务怎么维权……在日常生活
中，消费者常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维权专家，维
权途径、方式和步骤，维权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难以面面俱到，

常常维权失败 ,窝了一肚子火。3

日起，本报开通3·15维权直通车，
专门针对这些问题，为市民答疑
解惑，支招维权事例，协调相关部
门，帮市民维权。

在本报维权栏目中，通过热
线、QQ、邮箱、微博、微信等互动平
台，为泰城市民打造一个全方位有

效快捷的维权平台。市民可以拨打
本报维权热线电话6982110反映问
题，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
中，搜索“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官
方认证微博，发帖说明问题。同时，
市民可以把所遇到的维权问题，发
到邮箱qlwbjrta@163 .com，在微信
平 台 上 ，搜 索 并 添 加 微 信 号

“qlwbjrts”名为“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的官方微信反映，还可以通过
QQ号“1538158279”，诉说您的维权
经历，征集维权线索。

针对市民的维权困难和疑惑，
本报将安排专职记者，及时跟进了
解，进行跟踪报道，协调有关部门
促成问题解决。

本报泰安3月3日讯(记者 刘
来) 3日下午，宁阳一男子在接电
线时，以为电线没电，没佩戴防护
设施，结果被380伏的电压击中，双
手受伤严重。

3日下午2时，记者赶到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烧伤科，男子张雷
(化名)已经被推入手术室进行抢
救。手术室外地上，堆放着张雷的
衣服和鞋子。医护人员告诉记者，3

日中午，宁阳人张雷在村中帮忙处
理电力设备。在操作一根电线时，
村里有人称电线没电，张雷就没佩
戴防护设备，没想到双手一接触电
线，就被电倒。张雷的家人赶紧拨
打120急救电话。宁阳县一家医院
的急救车赶到现场，简单处理后，
因张雷伤势严重，和他家人商议
后，紧急转往泰安。张雷来到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后，医护人员检查
病情立即进行抢救。

医院烧伤科医生告诉记者，张
雷双手烧伤严重，院方先是通过抢
救，保住伤者的生命，再对烧伤位
置清理。由于电击严重，张雷的双
手已经失去知觉，面临无法恢复的
危险。

带电接电线

男子烧伤双手

本报泰安3月3日讯 (记者
刘来 ) 3月3日是第十四个全国

“爱耳日”，今年的主题为“健康听
力，幸福人生——— 关注老年人听
力健康”。调查结果显示，一成多
老年人患有老年性耳聋，需要佩
戴助听器进行矫正。

“听力下降、听觉重振和耳鸣
等现象是老年性耳聋早期的三大
症状，需要引起警惕。”3日上午，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
治医师张岗表示，老年性耳聋的
早期症状表现为患者感觉听力下
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长
期接触噪音环境或长期佩戴耳机
会提前老年性耳聋的发病年龄。”
张岗说，预防耳病的发生，要从小
做起，年轻人要尽量远离噪音环
境，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打电话
的时候也尽量控制在 3 0分钟以
内，防止损害耳部毛细胞。掏耳朵
时，不要使用金属或其他锐利的
工具，防止造成耳部感染。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还要避免使用耳毒性
药物。

根据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患听力残疾的比例高达11%。“佩
戴不合适的助听器，起不到矫正作
用，还会造成二次伤害。”张岗说。

泰山区食药局工作人员介
绍，选择合格助听器，首先要注意
药品器材销售店内要有《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并在显著位置悬
挂。“购买助听器，最好是由使用
者本人去购买，当场试戴，并索要
发票等材料，一旦遇到问题可以
拨打12301向食药局反映。”工作
人员提醒。

60岁以上老人

一成听力有问题

泰安流动人口管理出台细则

持居住证可享多项“福利”
本报记者 赵兴超

近日，泰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泰安市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办理居住证后，流动人口可以享受到权益保

障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福利，符合条件的还可申请公共租

赁住房。

根据《细则》，将实施以居
住证为核心内容的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一证通制度，不断完善
和扩大居住证的使用功能，包
括多项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等，
逐步达成居住证一证通。

凭居住证，流动人口可以
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
就业政策咨询、职业供求信息、
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
培训信息等服务。在本地稳定
就业或居住满6个月以上，可凭
相关就业或居住证在就业地或
居住地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
记等事务。符合条件的可以享
受小额担保贷款、免费职业培
训、就业援助等扶持政策。

其中，流动人口自谋职业
或灵活就业的，可持居住证、身
份证等通过劳动人事代理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享受
相应的养老待遇。在法律援助
方面，符合援助条件的流动人
口，与泰安市户籍常住居民享
受同等待遇。流动人口实行计
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凭居住证
在现居住地享受的计划生育服
务、奖励和优待。

在子女教育方面，流动人
口同时符合长期稳定工作等四
个条件的，其适龄子女接受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应当与泰安
市户籍常住居民学生同等对
待。还可免费享受现居住地健

康档案管理、预防接种、0-6岁
儿童健康管理等。流动人口在
泰安市城市市区取得居住证，
且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
件，还可按照申报程序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经审查批准后纳
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在
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
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也
是持居住证流动人口的权利。

记者从户籍部门了解到，
流动人口在《细则》实施前已
经依法申领暂住证的，在暂住
证有效期内可以继续使用，并
享受本细则规定的居住证持
证人享有的权益保障和公共
服务。

凭居住证能申请公租房

居住证成流动人员

合法居住证明

3日，记者从泰安市人民政府
了解到，泰安人自己的流动人口管
理有了具体办法，《泰安市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正式施行。今后，居住证成
为流动人口的有效证件。

根据《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泰安市
实际，制定实施了该《细则》。《细
则》规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行
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居住证由
公安机关统一制发，是流动人口在
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合法居住证明，
是享受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有
效证件。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流动人口的居住登记和居住证
的发放、管理工作。

与暂住证最长一年的有效期
不同,居住证期限分为一年和三年
两种。

市区内住址变化

可以不用申请

流动人口在办理居住证过
程中，登记和居住证发放免收任
何费用。凡拟在居 住地居住30

日以上的，应当发放居住证，部
分人群可以发放3年期居住证。

在《细则》中，对不属于泰城
部分区域内人口变动，但不属于
流动人口管理范围的地方，也做
了具体规定。泰安市城市市区(即
原京福高速公路以东、京沪高速
公路以北、省庄镇文化路以西、
泰山环山路以南的区域范围 )的
户籍常住居民，在市区范围内变
动住所的，可以不申报居住登
记；当事人要求申报登记、发放
居住证的，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予
以登记、发放居住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本人
申请，公安派出所按规定审查相
关证明后，可以发放 3年期居住
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按 规 定 参 加 社 会 保 险 1 年 以 上
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
商营业执照的；已购买房屋或者
已租赁房屋并持有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证明的等。

有五类人群不需要申请和发
放居住证，包括未满16周岁或者已
满70周岁的；在居住地就医、探亲、
旅游、出差的；在本市全日制教育
机构学习、培训的；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在救助管理机构
滞站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需
要发放居住证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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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变动3日内登记

流动人口申报人要求发放
居住证的，公安派出所应当按规
定核发居住证。房屋出租方、用
人单位、中介机构等，在3日内也
需要及时办理流动人口申报居
住登记或者居住变更登记手续。

户籍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房屋出租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应当在流动人口入住后24小时
内登记其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

号码等基本情况，并在3个工作
日内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告流
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终止居住的
也如此。用人单位招用流动人口
或停用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
组织流动人口申报居住登记或
者居住变更登记。从事房屋租
赁、职业介绍的中介机构应当在
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将房屋出租人、承租房屋的

流动人口或者雇主、受雇流动人
口的信息报送公安派出所。

《细则》规定，居住证有效期
满需要换领的，持证人应当在有
效期满前30日内持有关证明材
料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换
领手续。流动人口离开居住地且
不再在居住登记的住址居住的，
需要及时注销，交回原居住证，
如不交回也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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