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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农农合合陆陆续续退退费费用用？？骗骗人人的的！！
市社保中心回应称，切勿相信谣言耽误参保缴费

蓬蓬莱莱检检验验检检疫疫快快讯讯

蓬莱京鲁船业举行
82000载重吨散货船命名仪式

蓬莱京鲁船业日前为希
腊拉维尼亚航运公司建造的
82000载重吨散货船JL0152
(B)船举行命名仪式。此次命
名的82000载重吨散货船已
经是京鲁船业向拉维尼亚集
团交付的第26艘船舶，也是
第4艘82000载重吨散货船，
其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通讯员 刘业生 王
圣轩 记者 秦雪丽)

蓬莱外贸经济逆势增长
1至10月进出口4 . 3亿美元

蓬莱市狠抓政策落实，
不断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开发新项目，开拓新领域，扩
充新品种，推介新蓬莱。1至
10月实现进出口总批次6034
批，同比增长14 . 19%；进出
口总值4 . 3亿美元，同比增长
1 5 . 0 3%。其中，出口批次
5170批，增长13 . 63%；出口
总值2 . 3亿美元，同比增长

8 . 97%。(通讯员 刘业生
杨欢 记者 秦雪丽)

蓬莱造船海工产业快步发展
近几年来，蓬莱造船海

工产业快步发展，蓬莱全市
造船海工企业共有10余家，
大型骨干企业4家，规模以上
配套企业6家。其中，蓬莱检
验检疫局重点检验监管的京
鲁船业被列为山东省10家重
点造船企业之一，定位于山
东省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
(通讯员 刘业生 梁智
记者 秦雪丽)

开展对重点人群防艾宣传活
动

2017年12月1日是第30
个“世界艾滋病日”，蓬莱检
验检疫局紧紧围绕今年活动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针对性强的艾滋病宣传
教育活动。（通讯员 刘业生

梁智 崔禹哲 记者 秦
雪丽）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焦
兰清 通讯员 孙冠群) 最
近，微信朋友圈流传着“农民已
交2018年新农村合作医疗，有
的交230元、380元，2018年免交
新农村合作医疗费，那么收上
去的钱应退回，现在有些地方
已经陆续退回”的消息。对此，
烟台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回应
称，此条消息纯属谣言，请广大
市民不轻信、不传播。对造谣行
为，烟台市社保中心将向公安
机关报案，追究造谣者法律责
任。

据介绍，烟台市已于2014
年完成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合，
建立起了统筹城乡、惠民高效、
公平可及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新农合”已成为历史名
词。2017年，全市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05万。1-10
月，全市共办理住院、门诊报销
340万人次。

2018年度烟台市居民个
人缴费标准分两档，一档为
230元，二档为380元。市社保
中心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现行

居民缴费标准是2015年确定
的，已经两年没有调整，但同
期政府对居民缴费的补助标
准却在逐年提高。近年来，烟
台出台一系列居民医保惠民
政策，如从居民医保基金划拨
给大病保险的资金大幅增加、
将18种抗肿瘤分子靶向药和
治疗其他疾病的特药纳入合
规医疗费用范围、执行新版药
品目录、放开烟台市范围内二
档缴费居民就医限制等，大大
增加了居民医保基金的支出。
面对居民医保基金的支付压

力，不得不适当提高缴费标
准，以维持基本医疗保险的持
续运转。

目前，全市正在开展居民
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烟台
市社保中心建议广大居民选择
二档缴费。

居民只有参保缴费，才可
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居民
医保基金由政府补助和个人
缴费组成，2017年度政府补助
标准是每人每年450元，远远
高于个人缴费额。对一些特殊
人员，烟台市人民政府第138

号令规定：特殊群体按二档标
准缴费，鼓励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选择二档缴费，以减轻其医
疗负担。各级政府(管委)应按
相关规定对特殊群体和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个人缴费部分
给予资助。由此可以看出，特
殊群体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也需要缴费，只是个人缴费部
分由政府资助。

烟台市社保中心提醒广大
居民，切莫听信谣言，抓紧办理
参保缴费，以免影响个人的医
保保障。

“最近老是感觉下面瘙痒得不
行，特别是晚上瘙痒得都睡不着觉，
也不能过夫妻生活，老公都有意见
了！”近日，在送子鸟医院王主任诊
室，宋女士道出了自己的苦楚。

据宋女士介绍，她是一名全职
太太，在她的照料下，一家人过着幸
福的生活。可是最近这幸福的生活
却出现了不和谐，她总是感觉下面
瘙痒难耐，以至于精力无法集中，错
误不断，更让她担忧的是在夫妻生
活上都不能满足老公，老公都有意
见了！于是，经朋友介绍来到了送子
鸟医院。

送子鸟医院王主任为宋女士做
了详细的检查确诊为阴道炎。根据
宋女士的情况，送子鸟医院专家团
队为其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采用

医院引进的特色修复疗法“四维立
体灭菌平衡疗法”进行治疗！该技术
采用美国数码真彩电子阴道镜，精
准定位病变部位，全面有效杀灭病
菌，消除炎症，不损害正常组织。通
过治疗，只要再注意生活上的细节，
不久就能恢复健康。

王主任强调，女性在日常生活中
若不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就很可能感
染上妇科炎症。而炎症若不及时治
疗，除可能导致炎症在各生理部位相
互蔓延和交叉感染外，还会带来许多
并发症，甚至导致某些部位的恶性病
变。并且身体长时间处于炎症的侵害
环境中，对免疫功能、新陈代谢以及
内分泌系统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对身
体 健 康 危 害 极 大 。咨 询 电 话 ：
6666120。

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特特色色修修复复疗疗法法

帮帮患患者者除除去去疾疾病病困困扰扰

烟台市汽车商会二手车
综合交易市场在烟台市商务
局、芝罘区商务局的直接领
导下，携手烟台市供销社果
品公司联合打造。引领未来
汽车交易市场发展潮流，树
立综合性汽车交易市场新标
杆。二手车综合市场体现“全
过程、全方位”的服务模块，
一个全新的二手车综合交易
市场呼之欲出，随之带来的

是无限商机！
烟台市汽车商会二手车

综合交易市场位于幸福南路
11号，地处成熟的二手车交易
市场区域，交通便利，功能齐
全，交易快捷、方便。在烟台市
汽车商会的倾力打造和引领
下将形成浓厚的汽车消费文
化氛围，是省商务厅在烟台召
开“山东省二手车交易市场观
摩会”的重点考察市场。

烟台汽车业新引擎

首首个个规规范范化化二二手手车车综综合合市市场场即即将将成成立立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11月
25日至11月26日，山东省农业
厅委派以吴亚玉同志为组长的
专家评审组，对烟台市质检所
进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
构考核首次现场评审。评审组
一致认为，烟台市质检所在机
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
备、检测工作、记录与报告、设
施与环境六方面，基本符合《山
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考核评审细则》的要求，具备了
按GB15063-2009等标准对54
个产品及3个产品/项目中157

个参数的检验能力，顺利通过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
核。

评审组依据《山东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
审细则》，查阅了质检所法律
地位证明文件、管理体系文件
和质量体系运行情况记录；考
察了检测现场的设施和环境
条件；审查了申请项目的仪器
设备配备、检定(校准)情况；
查阅了16台仪器设备档案、18
份原始记录及检验报告；审查
了检验依据的标准规范；查阅
了上岗证考核档案及人员技

术业绩档案；抽查了9人对10
个样品51个项目进行了现场
测试；对全体人员进行了质量
管理、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方
面的座谈；对3名授权签字人
进行了考核。

据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考核是国家对面向社会
出具公正数据的农产品检验检
测机构的强制性要求。今后，烟
台市质检所将以通过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首次现
场评审为契机，持续加强和改
进检测工作，为农产品质量安
全保驾护航。

市质检所顺利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

今今后后可可检检测测农农产产品品质质量量安安全全

再也不用顶
烈日或顶风冒雨
排队候车了。11
月28日，市城管
局市政广场管理
处在烟台南站站
前广场上设置一
处遮阳棚，内部
回 形 通 道 长 约
120余米，可同时
容纳近300名乘
客排队候车。
本报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杨霖
摄影报道

遮遮阳阳棚棚““上上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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