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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举报报““骗骗保保””行行为为，，可可领领万万元元奖奖金金
我省出台社保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办法，下月起施行

本报青岛5月5日讯（记者
官文涛 通讯员 刘珊） 4日上
午，青岛市民李先生和老伴乘坐
926路公交车，不慎将背包落在公
交车上，包内装有两万元现金以
及价值3万元的金货，当两人换乘
620路公交车时，才发现背包丢
失。最终，620路驾驶员超速追上
926路公交车，为两位老人追回背
包。

背包里装着老两口给儿子的
2万多元订婚钱和给儿媳妇买的
价值近3万元的金项链、金手镯等
物品，老人发现包丢了之后十分
着急，而前面的926路车早已开
远。两人赶紧向驾驶员说明情况，
请求他加速追赶前面的926路车。

按照规定，公交车行驶速度
不能超过50公里/小时。看到情况
紧急，路况比较畅通，驾驶员将车
开到60公里/小时，打开双闪快速
前行。几分钟后追上926路车，在
一公交站牌，两人下车后迅速跑
上926路车，找到了落在车前排的
手提包，包里分文不少。按照规
定，公司要对620路驾驶员进行处
罚，李先生老两口向公司说明情
况后，加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公
司才对驾驶员免予处罚。

公交车“超速”

帮乘客追回“钱包”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见习
记者 周国芳） 近日，省人社
厅印发《山东省社会保险基金
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其中
提出了举报“骗保”行为奖励办
法，对举报人的奖励金额按查
证属实的违法违规金额的1%
予以奖励，最多不超过5000元。
对举报案情重大，且一次性追
回社会保险基金超过50万的，
对举报人按追回基金的1%增
发奖金，最多不超过10000元。

“办法”自2015年6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17年5月31日。

办法明确规定了举报范
围，具体包括：单位采取涂改、

伪造、藏匿、变造原始材料或提
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方式，瞒报、
少报参保人数和缴费工资基
数，少缴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伪
造、变造材料，虚构、隐瞒事实，
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协
同个人、其它机构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的；单位通过其它方式
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个人伪
造、变造材料，虚构、隐瞒事实，
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个人利
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违
规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骗取社
会保险基金的；个人协同他人、
单位或其它机构骗取社会保险
基金的；弄虚作假办理劳动能

力鉴定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其他违反规定，造成社会保险
基金损失的行为。

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
零售药店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
也做出了相关规定，明确严禁
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将非参保
人员的医药费用纳入社会保险
基金支付的；采用串换项目等
方式，将非社会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社会保险
基金支付的；将交通肇事、医疗
事故等发生的不符合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社会
保险基金支付的；违反规定提
高收费标准、擅自设立收费项

目等不合理增加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的；分解收费、多计多收医
药费用，伪造病历、处方，挂床
住院虚计费用等骗取社会保险
基金的；采用刷卡退付现金等
手段，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其
他违反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
金损失的行为。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未严格执行社会保险费
征缴有关政策规定，违规降低
缴费比例、减免社会保险费，或
与缴费单位串通，以虚假资料
逃缴、少缴社会保险费，造成社
会保险基金流失等行为，也可
进行举报。

本报青岛5月5日讯（记者
吕璐 潘旭业） 一家凉皮

生产黑作坊整改后有了“食安
户口”。近日，青岛黄岛区食药
监局为西城区“杜家凉皮加工
部”办理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告知性备案证明》，该作坊成
为青岛市首家取得小作坊备案
证明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日前，青岛黄岛区食药监
局“12331”投诉举报热线接到
举报，举报者称在西区王家石
桥村有一家凉皮生产黑作坊，
生产的凉皮添加了有毒有害物
质。黄岛区食药监局珠海食药
所的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凉
皮加工点是姓杜的老夫妻经营
的，没有取得合法生产资质。加
工点内有凉皮加工间、储物间
和厨房，现场物品比较杂乱，但
卫生条件尚可，并且没有发现
非法添加剂。抽检结果显示，该
加工点生产的凉皮并没有添加
有毒有害物质。不过，对于该加
工点未经许可违法加工凉皮问
题，杜先生主动接受了行政处
罚，并表示会立即整改，争取办
理合法手续。

为了帮助小作坊转型升
级，珠海食药所工作人员几次
前往现场查看机器设备、上下
水情况、安全设施等，帮助杜先
生审查修改设计图纸，帮助生

产间进行改造。经过两个周的
努力整改，小作坊终于达标，珠
海食药所为其办理了《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告知性备案证
明》。

过去，这些小作坊没有规
范的生产线、门头等，无法取得
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身份不合
法，只能跟执法人员“打游击”，
是监管的难点。去年年底，青岛
市食安办制定出台了对小作坊

的最严格监管制度，对达不到
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条件的食
品生产小作坊，在基本条件能
够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小
作坊备案申请并提交材料，执
法人员现场核查合格的将对
其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并办
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告
知性备案证明》。杜大爷的凉
皮作坊也成为青岛首家取得
小作坊告知性备案证明的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今后，食药部门将采用“户

籍化”管理模式监管小作坊，所
有纳入监管的小作坊都要签订
食品质量安全承诺书，接收社
会监督。记者从青岛市食药监
局了解到，通过前期网格化摸
排，岛城目前有近400家食品加
工生产小作坊，将先期纳入监
管。2016年底前，实现小作坊监
管全覆盖，依法取缔黑窝点。

本报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刘建华 马国华

无牌货车涉嫌超载，

车主一家不让检查

3日晚9时30分许，潍坊安
丘市公安局“七类重点车辆、七
种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联合
整治小组人员巡逻至206国道与
昆仑大街路口以北处时，发现一
辆满载沙子的无牌蓝色货车由
南向北行驶，涉嫌严重超载。

民警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后，让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
驶证，司机说未带，要让老板送
来。司机下车打了个电话，不多
时，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系车

主刘某）驾驶着一辆起亚越野
车（车内载有一名青年，系其儿
子王某某）来到了执法现场，见
民警要驾驶员将货车开到停车
场过磅，拒不让司机开车，“不
就是超载，大不了罚几个钱。”

面对民警劝告，女子仍然
不听。僵持大约20分钟后，刘某
打了几个电话，一名50多岁的男
子（王某，系刘某丈夫）驾驶着一
辆奇瑞轿车来到事发现场。

王某与刘某、王某某私语
一番后，迅速爬上货车，欲强行
将货车开走。一名特警挡在车
前，不让货车开走，货车将特警
顶着向前行驶5米多，刘某和王
某某两人抱住特警，刘某竟用
手把特警的右手食指、中指两
根手指掰断（后经鉴定骨折），

王某某将特警的警服撕破。
与此同时，一名交警在货

车驾驶室左侧挡着王某不让车
开走，被王某踹了几脚。交警头
部还被王某某打了几拳，执法
记录仪也被抢走。王某趁着局
面混乱，强行开着货车逃走，刘
某开着起亚越野车载着儿子、
货车驾驶员逃窜。

女车主化个妆又返回，

到现场要车被抓

留在现场的奇瑞轿车扣
押。当晚11时20分许，事发现场
又开过来一辆轿车，车上有一
名女子和两名男子，要把扣押
的奇瑞轿车开走。女子请求被
民警拒绝后，在车上大哭，并拒

不下车。
经民警辨认，该女子系刚

才逃跑的刘某，只不过回家化
了妆，并换了衣服，带着儿子王
某某和另一名男子，重新回到
事发现场，想来个“金蝉脱壳”，
将留在现场的奇瑞轿车开走。
女子刘某和另一名男子被在场
民警当场控制住，王某某见机
不妙，趁着夜色逃走。

5日，记者从安丘警方获
悉，刘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
安丘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现已被押送至潍坊市看守所羁
押。刘某的丈夫王某和儿子王某
某现已成了网上逃犯，公安部
门正在全力追捕中。在此，警方
也呼吁王某和王某某，尽快到
公安机关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盗割电缆时触电

小偷摔下楼被抓

本报青岛5月5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朱海生） 5日
凌晨，一小偷盗割电缆时意外触
电，从二楼上摔了下去，惊叫声和
坠地声吵醒了附近居民，接到居
民报警后，民警将一瘸一拐逃窜
的小偷抓获。

5日凌晨，听到窗外有东西坠
地的声音，被吵醒的青岛一小区
居民赶紧报警。民警在现场发现
两个白色编织袋，里面装着一捆
电缆，但是周围没有其他人。民警
在临近楼座找到了被截断的电缆
断头。很明显，编织袋中的电缆是
小偷刚盗割下来的。

民警随即分头搜索，在青岛
郑州路路边盘查到一名形迹可疑
的男子，走路一瘸一拐，随身带着
一把小钳子。面对民警盘查，男子
供认自己盗割电缆时，意外触电
从二楼摔下，因为小腿受伤较重，
只好丢弃赃物逃窜。该男子有四
次盗割电缆的犯罪前科，几个月
前刚刚刑满释放。目前曹某已被
刑拘。

莱芜组织专业人才

服务千村百企

本报莱芜5月5日讯（记者
程凌润 通讯员 刘涛 赵承
彬） 近日，莱芜市启动“人才服
务千村百企行”活动，组织引导全
市在职管理期内的副高级职称以
上专业技术人才和获得省级以上
各类人才荣誉称号的优秀人才，
深入基层一线，通过技术指导、政
策宣传、授课培训、送医送药等多
种形式，开展“订单式”对口服务。
帮助基层一线集中破解一批技术
难题、转化一批科技成果、培养一
批实用人才、开展一批社会事业
公益活动。

““黑黑作作坊坊””整整改改，，拿拿到到““食食安安户户口口””
青岛发放首张食品小作坊备案证明

掰掰断断特特警警手手指指，，还还拳拳打打脚脚踢踢交交警警
安丘一家三口车辆无牌暴力抗法，父子俩逃跑被通缉

驾驶无牌货车超载还暴力抗法，3日晚，安丘市一家三口面对执法人员不但不配合检查，还强行驾车顶着特
警行驶，并掰断特警两根手指头。面对执勤交警更是拳打脚踹，还抢走执法记录仪。这一家把小事闹大，导致女
车主被刑拘，其丈夫儿子被通缉。

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帮助小作坊整改加工场所。 (黄岛区食药监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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