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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大观园

济济南南““人人社社在在线线””本本周周五五上上线线
首期关注医疗保险，人社局长将在线解疑释惑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穆
静 实习生 姜佳明 刘永飞)
“这菜贵得没法吃了。”23日，

在七里山南村菜市场，市民张先
生花4 . 5元钱买了4个个头不大
的茄子，直呼价格太贵。记者采
访发现，持续的阴雨天气让济南
市不少蔬菜价格一路飙升。

在七里山南村的菜市场，
菜贩张女士的茄子卖到了2 . 5
元 /斤，这样的价格在菜市场
上算是便宜的，菜市场上茄子
最贵卖到3 . 5元/斤。“五六天前
茄子价格一斤1 . 5元钱，在一个
月前质量最好的茄子才卖1块
钱，价格涨得太厉害了。”

“来三根芹菜。”七里山南村

菜市场一摊位前，一位市民将菜
价询问一圈后，抱怨菜价太贵，
最后只买了三根芹菜。另一位市
民提着一小兜茄子和土豆，告诉
记者，这些菜花了10元钱，也就
够一家人一顿吃的。

对于近期蔬菜价格上涨，七
里堡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郝鹏说，从往年来看，夏季一般
为蔬菜销售的淡季，居民的蔬菜
需求量会小一些，价格会有所回
落。而这段时间受大雨的影响，
蔬菜的运输不便，运输成本上升
导致了蔬菜价格上涨。郝鹏介
绍，如果蔬菜没有大的受灾情
况，价格上涨将会是短期现象，
等天好后价格应该会回落。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林
媛媛 廖雯颖 实习生 卢圣
洁 岳岑) 连降3个月后，从
上周开始国际金价开始回升。
这几天价格微涨的态势又触动
了大妈们敏感的神经，又一波
的“购买热”已经悄然兴起。

“今天的金价是每克316元，
跟上周相比涨了一些，但是涨幅
不大，不到10块钱。”泉城路某金
店工作人员刘女士告诉记者，近
期金价每天的涨涨跌跌幅度都

不是非常大，但是最近这几天确
实是在涨。当日，济南建设银行
金条交易价格为279元/克，比22
日上涨4元/克。

记者在泉城路多家金店看
到，虽然不能跟4月份的抢购狂
热期比，但是在周二的下午各
家金店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时
间闲着，一波一波的顾客在挑
选着、比较着，而大部分顾客最
后也都没有空手而归。“这几天
我看新闻说金价又涨了，我怕

涨起来没完了，我得趁着涨高
之前再买对耳环。”正在挑选耳
环的顾客这一心理基本能代表
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从事黄金珠宝经营多年的
高先生说，做这行最喜欢的就
是价格波动。“我们业内有个
说法叫‘涨也卖跌也卖’，所以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价格下跌
之后，近期黄金价格出现上
涨，我们对销量非常期待。”高
先生认为，4月份金价的暴跌

已经调动起了中国消费者对
黄金的购买热情，现在消费者
对金价非常敏感，涨涨跌跌都
可能会引起关注。“所以，哪怕
是很小幅度的波动，都可能引
起销量上较大的起伏。”

对于金价走势，业内看法不
一。有人认为到了八九月份黄金
易涨难跌，也有人认为上涨势头
只是一阵风不会持久。但是不管
如何，业内人士都一致建议消费
者：“黄金涨跌多，购买要理性。”

连续阴雨天，菜价噌噌涨

44 .. 55元元钱钱只只买买了了44个个不不大大的的茄茄子子

黄黄金金涨涨价价，，大大妈妈们们又又掀掀购购买买潮潮
业内人士称“跌也卖，涨也卖”是惯例

曲水亭社区举办

非物质文化培训班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蒋
龙龙) 25日14时至16时，齐鲁
晚报形象工作室将开展微访
谈。如果广大网友想美丽自己、
学习靓装技巧，可通过齐鲁晚
报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腾讯微
信或拨打96706888热线进行咨
询。本报形象工作室首席形象
培训师朱琳佳，将解答您对个
人形象问题的所有疑问。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对
您 的 妆 容 进 行 一 对 一 的 指
导，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加“齐
鲁晚报形象工作室”，随时随
地传发照片和视频，也可以@
齐鲁晚报形象工作室官方微
博，通过私信与本报形象工
作室联系。

齐鲁晚报形象工作室主打
企业及个人形象的培养、塑造

与咨询。工作室现有专业化妆
师、大学讲师12人，在个人化
妆、色彩管理及形象设计方面
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在济南
已经对中国银行、山东航空、济
南长途客运站等20多家企业进
行过专业形象培训，并且已经
对2000多位职业女性、在校大
学生进行过个人形象的培训指
导。

““琳琳佳佳讲讲化化妆妆””明明天天微微访访谈谈
学习靓妆技巧，请您在线咨询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尹
明亮） 23日，记者从济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从26日（本周五）开始，济南“人
社在线”将在济南市人社局网
站上开通，每周一次在线就人
社问题向市民解疑答惑。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人社在线”开通后，将在每周
五的14：00到16：00，与网民进行在
线交流，每周设定一个话题，就社
保、就业、人事等各方面的相关政
策及市民疑惑进行现场解读和释
疑，重点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解
读，向市民介绍就业、社会保障、劳

动权益维权等民生问题。
据介绍，每周的议题都将提

前公布，在每周四14：00提前一天
对外开放系统，供市民提问。市
民可以登录济南市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局 网 站（ h t t p : / /
www.jnhrss.gov.cn/），点击济南

“人社在线”，进入在线交流页

面，点击提问对话框进行提问。
本周五下午，济南“人社在

线”第一期在线交流将正式开
始，届时，济南市人社局局长蒋
晓光将与相关处室负责人一起
在线为市民解疑答惑，从本周
四14点开始，市民便可登录网
站留下自己的问题。

由大明湖街道曲水亭社区
联合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济南市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

“明湖印象‘非遗魅影’——— 非物
质文化培训班”将于7月26日在曲
水亭社区居委会(曲水亭街20-1

号)开课啦。
本次培训班共分为四期，每

期时间为一个月(定于每周五上
午9点—11点)，由著名非遗传承
人何晓铮等艺人授课，内容为面
塑、剪纸、中国结、漫画。此次培
训班面向全市免费招生，欢迎对
民俗艺术有兴趣的市民报名参
加。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25日，额
满为止。报名地点为曲水亭社区
居委会，报名电话为86911890。

(蒋龙龙)

人社问题咨询投诉

还有这些途径

12333人社热线：这是全国
统一向社会公众提供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热线电话，
市民如有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劳
动关系、劳动报酬、职工福利等方
面的疑惑，可随时拨打热线后选
择所在地的区号进行咨询或投
诉。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在市
民服务热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方面的咨询也占据很大的比
例，热线接到市民的疑问和投诉
后，也将转到济南市人社局进行
办理。

网上互动社区：在济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互动社区”
板块中，市民也可以随时在线提
问。进入界面后，单击自己关心的
问题类别，便可以在线提问，工作
人员将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市民还可以搜索以往的相似问题
以及相关解答。

(尹明亮)

泰国航空开通

济南—曼谷航线

记者从济南机场获悉，日前
泰国捷特亚洲航空公司开通了
济南—曼谷往返航班，至此在济
南运营的航空公司达到了26家。
据介绍，该航班机型为波音767—
200，航班号JF950/1，每6天一班。
泰国当地时间9：00从曼谷起飞，
北京时间14：50抵达济南；16：50

济南起飞，泰国时间20：20抵达曼
谷。 (廖雯颖 王紫建)

日本冲绳县

来济推介旅游

记者23日获悉，为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日本冲绳县在济南举
办了观光说明会。冲绳县上海事
务所所长金城达雄表示，冲绳县
平均每年有600万人次的观光客，
中国游客已超过4万人次。据悉，
冲绳县位于亚热带，境内有海
洋、沙滩、珊瑚礁和各种亚热带
植物，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
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潜
水观光堪称最吸引人的活动。

(王光营)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尹
明亮 通讯员 夏天) 济南
市人社局近期收到市民举报，
称有房产中介以帮助办理社保
补缴并开具社保证明为借口，
收取两万元费用。济南市人社
局提醒，外地户籍人员办理社
保手续将实行会审制度，个别
不法中介以在人社局有熟人、

有关系为幌子，实是在骗人。
据介绍，缴纳社保是在济

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用人单
位应按照社会保险法有关规
定为职工及时缴纳社会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也应关心自身
社保问题，可在居住地社保代
征机构 (人才市场、职介中心
等部门)正常参保缴费。这样，

参保人在购房、子女入学、落
户、招投标时，即可带身份证
及缴费单位介绍信到参保缴
费地社保经办机构根据缴费
情况即时开具证明，无需任何
中介协助。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济南市在办理社保补缴
业务时，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按

规定通过审核财务凭证、劳动
合同等材料认定参保单位与职
工间的劳动工资关系后即可为
申请人办理补缴手续。同时，社
保补缴业务实行会审制度，市
区各级机构均无权独立审批、
个人操作，个别不法中介以有
熟人、有关系为幌子，实是骗取
高额手续费。

花花两两万万，，房房产产中中介介能能开开社社保保证证明明？？
人社局提醒：这是黑中介在忽悠人

受阴雨天影响，不少蔬菜价格上涨。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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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瞧

您来参与邀

街看物价逛

个醒提

齐鲁晚报形象工作室首席形
象培训师。2007年9月至2011年
7月在山东艺术学院人物形象设
计专业学习。国家级高级化妆师。

受聘担任过十一运、世博会、中国
第二屇水运会、中国好声音济南
赛区决赛、省市各类大型电视晚
会的专业化妆师。

朱琳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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