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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本报 3 月 23 日讯(记者 马

媛媛)23 日，记者了解到，近期，市
场上有人假冒军队研究院或权威

机构，违法宣传销售假药。目前，

潍坊市药监局已发布假药预警信
息，并在全市进行监督检查。

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消息称，近日，市场上出现有

假冒军队研究院或者权威机构，

违法宣传销售宣称具有治疗疾病
的产品。包括“欧亚新疝王胶囊”、

“强效疝立康”、“康仙灵胶囊”，标

示研制单位名称分别为“国际疝

病救治联合会北京总部”、“中国

医学药物研究总院(京)疝气康复

中心”、“中国医学药物研究总

院”。据介绍，这几类产品均为未

经批准注册的假药，标示的研制

单位为虚假机构。

另外，标示研制单位名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研

制中心”的“百草珍珠降压胶囊”、

“活胰健肾胶囊”和标示研制单位
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
学科学院糖尿病研究中心”、“国

际生物医药研究院”的“益肾糖灵

胶囊”均为未经批准注册的假药，

标示的研制单位为虚假机构。

为此，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发布预警信息的同时，已在

全市范围内进行监督检查。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提示广大市民，若

发现或购买到上述假冒产品，可
拨打举报电话 9600111 进行举报

投诉。

注意啦，这些药是假的！
潍坊市药监局发布假药预警信息，市民可拨打 9600111 举报

23 日，在增福堂社

区警务室内，居民正在

参观、体验警械装备。据

了解，“警民开放日”当

天，潍城分局城关派出

所组织了一系列参观、

宣传活动，让辖区居民

比较直观地了解民警的

工作和职能，从而促进

警民关系。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警民“零”距离

本报 3 月 23 日讯 (记

者 庄文石 通讯员 孙绍

光)23 日，记者了解到，潍坊

将在今年推行城镇居民大病
补偿医疗保险制度，以后居
民看病报销将获得大病补偿

医疗保险金的补助，报销最

高限额将提升至 18 万元。

据了解，潍坊已经建立

城镇居民大病补偿医疗保险

制度，居民大病补偿医疗保

险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20

元。此外，参保居民在一个医
疗年度内，发生符合政策规

定的医疗费，对超过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
额以上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

费用，纳入大病补助范围，由

居民大病补偿医疗保险金给

予 80% 的补助，最高补助限

额为 12 万元。记者，新政策
实施前，参保居民最高可报

销 6 万元；新政策实行后，基

本医疗保险除报销额 6 万元

外，再加上最高补助限额的

12 万元，居民全年最高可报

销 18 万元。

据悉，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潍坊将把定点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及一、二、三级医

院的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

例分别提高到 85% 和 75%、

65%、55%，分别比以往提高

了 5 个百分点。凡参保学生

在潍坊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各统筹区域之间转学

的，只转移缴费信息。其个人

在转出地已缴费的，到转入

地不再缴费，转入地只负责

转入后发生的医疗费用。

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再提升
最高报销限额增至 18 万元

风筝会安排出炉 新鲜活动不少

首届夜光风筝比赛有看头
本报 3 月 23 日讯(记者

孙翔)23 日，记者从风筝会筹

委会了解到，第 28 届风筝会

活动安排正式出炉。今年风

筝会将举办首届中外夜光风

筝邀请赛。

据了解，本届风筝会的

重头戏第七届世界风筝锦标

赛将邀请国外 25 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 20 个以上省区的高

水平运动风筝团队参赛。而中

外运动风筝邀请赛和万人风

筝放飞表演，将由 110 个风筝

放飞团队参加，也颇具看点。

据介绍，本届风筝会最

大的亮点就是新增加了首届
(潍坊)中外夜光风筝邀请赛，

填补了国内此项赛事的空

白。邀请赛将在 4 月 17 日举

行，邀请一流夜光风筝代表

队参赛，展示高科技夜光风

筝的魅力，同时，在活动现场

还会穿插进行花灯展示和解
说。

另外，风筝会还增加了

首届中国画节和首届潍坊

“夕阳红”老年文化活动周等

特色活动。

除了创新项目，传统项
目也更加精彩。开幕式将由

央视主持人管彤、李佳明主

持，邀请国内明星倾情出演。

风筝产品交易会首次移师杨

家埠民俗大观园，与民俗旅

游交相辉映。狂欢大巡游，突

出“风筝情全民健身”主题。

本报 3 月 23 日讯(记者

郑雷 通讯员 鞠春彤

昃庆民)23 日，记者从潍
坊市国土资源局了解到，从
2 月 11 日至今，潍坊共打通
187 眼井，预计可解决 10 . 5

万人和 20 万头大牲畜的用

水问题，灌溉田地 2 万亩。

自 2010 年 9 月至今，

潍坊市的降水量比往年同

期减少了 78% 以上。山东省
国土资源厅为潍坊市投入

3000 多万元资金，从 2 月 11

日至今，计划的 140 眼抗旱

机井已经全部打通。潍坊市
县两级国土资源部门自筹

资金 482 万，准备打井 98

眼，目前已经完成了 47 眼。

这 187 眼抗旱井遍布

潍坊各市区，奎文区和潍城

区分别打通了 4 口和 7 口

抗旱井，而像临朐马家辛兴
村和高密井沟镇草泊村这
些从来没有水井的村子，也

打通了第一口水井。所有的

抗旱井预计可以解决 10 . 5

万人和 20 万头大牲畜的用

水问题，灌溉 2 万亩田地。

潍坊 40 天打了 187 眼井
可解决 10 . 5 万人饮水问题

高新区试水药物“零加成”

药价降平均降幅达 40%

明起市民可无偿领树苗

领取地点：植物园和市园林处北苗圃

本报 3 月 23 日讯(记

者 董惠)23 日，记者从市
政园林处了解到，自 3 月
25 日至 4 月 10 日，潍坊市
区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可

到市园林处指定地点无偿

领取绿化苗木。

据介绍，今年潍坊市

园林部门无偿提供给需要

绿化的居民家庭和个人部

分爬藤类或适宜庭院栽植

的苗木，用于庭院绿化。而

且今年所供苗木基本是乡

土树种，如法桐、美人梅、

西府海棠等，且以开花类

苗木为主，以备市民观赏。

苗木领取地点分别是潍坊

植物园和市园林处北苗

圃。此外，市区园林处还选

择部分未列入旧区改造计

划的小区进行无偿送苗，

开展“送绿进社区”活动。

为确保绿化的质量，

保障植物成活率，市区园

林部门还将抽调专门技术

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本报 3 月 23 日讯(记

者 于潇潇)23 日，记者了

解到，潍坊高新区公立医

院试点“药品零加成”政策

后，高新区药品价格平均

降幅达 40% 左右。

自 3 月 15 日起，高新

区人民医院正式实施基本

药物零差率销售。目前，高

新区人民医院配备的基本

药物共有 353 种，预计全

年可为患者减轻就医负担

260 余万元。此举将惠及高

新区 12 余万居民，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达 40% 左右。

本次潍坊高新区取消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实行

“医药分开”，在全市领

先。同时，高新区将基本

药物全部纳入新农合报销
范围，报销比例比非基本

药物提高 10 个百分点，

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