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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辅导导班班““隐隐身身””居居民民楼楼太太扰扰民民
城管部门：居民楼办辅导班属违法行为

本报 5月 7日讯（记者 石
剑芳） 近日，家住翡翠东郡6号
楼3单元的居民反映，该单元一
楼开设了一家辅导班，每到周末
或下午学生放学，单元门口就会
被接孩子的家长堵得水泄不通，
居民进出十分不便。同时，来往
人员混杂对居民的财产安全也
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据该单元居民介绍，在该辅
导班上课的都是附近村里的孩
子，有十几个小学生。每到下午
小学生放学后5点左右，有老师

负责到校车停靠点领孩子，6点
左右家长们陆续到单元门口接
孩子，来往的电动车堵在单元门
口，居民回家很不方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
告诉记者，该单元有四五个1岁
左右的孩子，学生们上课频繁进
出，开关门声音特别大，孩子经
常在睡梦中惊醒。同时，从17时
至19时，单元门经常开着，很不
安全。因为进出频繁，单元门隔
三差五就得维修。周末也会有孩
子到辅导班学习英语，本想好好

休息的居民为此很烦恼。
记者以给弟弟报名为由进

入该辅导班，据观察，辅导班设
施非常简单，两间教室有两块黑
板和十几张课桌。在教室里，记
者没看到任何消防工具，很多电
线裸露在外。该辅导班目前有十
几名小学生参加下午辅导，仅由
一名辅导老师负责。当记者要求
看一下办学许可证时，该辅导老
师称证件正在办理中。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对
于居民反映的情况，物业只能规

劝其不能影响其他居民，没有权
力要求该辅导班停业。

章丘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物权
法 77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定，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
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在居
民楼开设辅导班，影响周边邻居
正常生活作息的情况，居民可向
物业部门和规划部门举报，由相

关部门联合执法勒令该辅导班
停止授课。

据了解，章丘通过正规审批的
培训机构共有48家，培训机构要具
备相应的办学场所、资金要求和师
资力量等条件时才能获得审批。同
时，在居民楼内开设的辅导班不会
通过审批，所以该小区居民反映的
辅导班属于违规办学。

对此，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家
长，在为孩子选择各类民办教育
培训机构时，要选择经过审批的
正规培训机构。

省三级医院报销

为啥减少了

市民刘先生：之前在省（部）三级
医院住院，当时是按照40%的比例进
行报销。在2015年以后再次因病住院
报销时，发现报销比例改为30%，为啥
减少了？

人社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原
新农合政策中，三级医院未划分省

（部）级和其他三级医疗机构。2015年
根据济南市新的居民医保政策规定，
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按照分级诊
疗的原则，乡镇卫生院住院报销比例
最高，达到90%；医院级别越高，报销
比例则相应降低，特别是省（部）三级
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比以前有所降低。
如：按居民医保一档（300元）标准缴费
的，在省（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符合
规定的部分按40%报销；按居民医保
二档（100元）标准缴费的，在省（部）三
级医疗机构就医，按30%报销。

参保居民可根据病情，选择其他
三级、二级或一级医疗机构等就诊，这
样一来报销比例会相应提高，更能够
减轻经济负担。

大病保险报销

范围变化了吗

2015年起，大病保险政策与去年
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据了解，原新农合只对20种重大
疾病进行报销，而2015年政策规定：将
重大疾病报销范围扩大到所有病种，
对于全省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统一
为1 . 2万元。

同时，政策对个人负担的费用进
行了划分。其中，个人负担的政策范围
内医疗费用1 . 2万元以下(含1 . 2万元)

的部分不给予补偿；个人负担的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1 . 2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给予50%补偿；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含20万元）
的部分给予60%的补偿；20万元以上
的部分给予65%补偿。

此外，一个医疗年度内，居民大病保
险由原新农合每人每年最高补偿20万
元，提高到每人每年最高补偿30万元。

原来可报销的药

怎么不能报了

市民于女士：以前参保的是新农合，
有时去药店买药，药大多能给报销，但今
年以来买同样的药却不给报销了。

其实，新的居民医疗保险中，医药
的报销目录扩充了1300余种，报销的
范围实际扩大了。据了解，原新农合执
行的是《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
销药物目录》，药品1100余种，而2015

年度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整合后，药品
目录执行的是全省统一的职工医保药
品目录，药品2400余种，药品数量比原
新农合多出一倍。

当然，如果之前使用的药品未在
职工医保药品目录内，则可以根据病
情需要，在职工医保药品目录内选择
同类药品进行替代。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孟岳

做做免免费费美美容容，，脸脸却却肿肿了了
监管部门提醒切勿掉入消费陷阱

本报 5月 7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黄新卉） 看
到街头发放的免费美容卡，市
民陈女士进了美容店，美容的
过程中却发现脸肿了，结果店
家说用他们的产品才能消肿，
但这个产品需要支付 8 0 元
钱。针对这类案例，市场监管
部门提醒，切勿被“免费”噱头
迷惑，掉入消费陷阱。

4月下旬，市民陈女士在
章丘城区香港街附近逛街时，
被一家美容店发放的免费美

容卡吸引，商家承诺可以免费
为顾客进行一次美容。想到困
扰自己的“黑头”问题，陈女士
决定试试，随后便拿着免费卡
来到该美容店去黑头。

“黑头去完以后，我的脸
却肿起来了。”陈女士表示，在
美容的过程中，服务员并没有
告知去黑头的后果。在看到陈
女士的脸肿了以后，服务员告
诉陈女士，有些人使用这款去
黑头产品以后，会发生肿胀现
象，此时可以配合使用店里的

另一款产品来消肿，但需要支
付80元钱。

陈女士虽然心中气愤，但
脸肿了不能不管，无奈支付
80元钱买走了服务员所说的
消肿产品。

返家后，陈女士越想越不
对，“我明明是冲着免费体验
来的，但最后却还要收我钱。”
陈女士认为，在美容过程中发
生了问题，店家同样应当进行
处理，并履行其“免费美容”的
承诺，而不应该欺瞒顾客。随

即，陈女士投诉到了章丘市市
场监管局明水监管所。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明水
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店家在进行“免费”宣传时，应
明示“免费”所包括的内容，不
应模糊界限以迷惑消费者，同
时，应提前告知消费者接受服
务后所产生的影响，使消费者
在充分了解商品或服务的内
容、情况后做出选择。最终，通
过调解，店家退还了陈女士
80元的费用并道歉。

5月4日上午，章丘
市公安局来自基层一线
的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
婚礼。有的民警为新婚
妻子送上一枚警徽，作
为幸福的信物。据悉，此
次集体婚礼为章丘市公
安部门的首次筹划，8

对新人来自公安系统的
不同警种、岗位，其中一
对新人，新娘为公安民
警，新郎为军人。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陈平 摄影报
道

一起结婚吧

躲躲过过前前轮轮不不等等于于躲躲过过危危险险
记者与交警共同实验，揭秘大货车视野盲区

一说起惨烈的交通
事故，似乎都离不开大
货车的身影。对此，记者
与章丘交警一同进行实
验，选取了发生事故较
频繁的货车车型，并通
过对货车和行人相对位
置的变化模拟，带您了
解大货车“视野盲区”的
那些事儿。

在货车停车时，记者坐在
驾驶员的位置观察后视镜，交
警则从前后方、左右侧不同的
方向向货车靠近。

记者发现，在货车左侧位
置，从车尾到与驾驶员平行的
距离里，驾驶位置的人从后视
镜中观察到的范围逐渐变小。
经测量，在货车尾部，距车身
5 . 2米以外的位置，行人路过
时司机无法看到；而在货车车
身中部的位置，这个距离缩短
到3 . 3米。

据交警介绍，货车司机“视
野盲区”主要包括货车的正前
方半米以内、正后方，以及以车
头为顶点、以车身为一边大约
30度的发散区域以外。

“所以一定要尽量离货车
远一些。”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
队中队长袁刚介绍。

实验一：

左侧车身中部

三米外为盲区

在交警的布置下，一个与
骑车行人大概等高的路障被放
置在货车第二个车轮、距离车
身大概1米的位置。此时，货车
司机从右侧后视镜中根本无法
看到该路障。随着货车右转，两
个前轮顺利经过了路障，但在
第三个车轮经过时，已经碰到
了路障，随后路障被其带倒，并
被碾轧。整个过程中，货车司机
无法看到事故的发生。

交警介绍，大型货车、集装
箱牵引车等都存在这类问题，
即车的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
样，在货车转弯时，左右两侧都
存在大片盲区。“车头拐的弯再
大，车后轮转的弯也比较小，这
就是常说的‘内轮差’。”袁刚
说，尤其在货车右转弯的过程
中，如果离车身过近，即使躲过
了前轮，也很容易被后轮带倒。

实验二：

车身转弯时

后轮易卷进行人

为了让货车司机能够看到
行人，记者在距离货车车头右
前方 2米的位置放置了路障，
随后，货车以较快的速度行驶
并右转。

当 货 车 车 头 路 过 路 障
时，路障与货车之间还有一
段距离，但当货车第三轮到
达路障处时，两者间的距离
已经所剩无几，很快，路障再
次被车轮带倒，并被碾轧过
去。

“货车在空载时，速度非常
快，刹车不及时，很容易发生事
故。”袁刚告诉记者，经验不足
的司机，很难估计到车辆右转
时内轮差所造成的影响，即使
看到了行人在货车的右前方，
也会认为能够避开，而不会进
行路线调整，从而增加事故发
生几率。

实验三：

站车头右前

仍易被卷入后轮

1

2

3

重型自卸货车
货车长度：7米左右
货车宽度：2米半左右
货车高度：2米左右
货车载重：15 . 5吨

货车档案

本报记者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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