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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药监局发布生产环节食品安全抽检结果

1199批批次次不不合合格格，，食食用用油油占占1122批批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者
宋磊） 16日起，旅客可通过网络、
电话预订2016年2月13日（正月初
六）的火车票，根据往年经验，正月
初六将迎来节后首个出行高峰，新
一轮“抢票大战”到来。

16日，铁路部门迎来节后返程车
票发售高峰，开始发售2月13日（正月
初六）图定旅客列车车票，同时提前40

天开始发售春运增开旅客列车的车
票。根据明年春节的放假安排，春节
休息七天，从除夕休到正月初六，正
月初七开始上班，这就意味着刚刚经
历节前“抢票大战”的小伙伴们，又要
准备投入新一轮“抢票大战”了。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
示，截至12月15日，铁路部门共发售
春运火车票 1 . 7亿张，其中，通过
12306网站发售车票突破1亿张。俗
话说“三六九往外走”，记者从济南
铁路局获悉，从16日开售的正月初
六车票情况看，去往京、津、宁、沪方
向热门时段的车票已经基本售空，
去往西南、西北方向的车票还有部
分剩余，去往东北方向的车票较为
充裕，预计初七京津方向车票销售
比较火爆。

济南铁路局预计，节后2月13

日—17日（正月初六至初十）客流相
对集中，济南铁路局发送旅客以探
亲客流为主，集中在京、沪、穗等一
线城市。2月23日（正月十六）起，以
学生、艺考及务工返程客流为主，并
将呈现持续增长状态至春运结束。

“节后客流仍然集中在东北、西
北及京沪穗方向，省内聊城、菏泽、
济宁地区去往青烟方向量能矛盾突
出。”济南铁路局客运处相关负责人
称。

此外，16日，铁路部门已开始发售
2016年春运临客列车的火车票，济南
铁路局春运期间安排临客运行线27 .5

对（节前27 .5对，节后24 .5对）。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尚虹） 济南各高
校寒假日期临近，济南长途汽车总
站全面启动“学子服务队”，从12月28

日起到明年1月25日，将陆续进驻济南
的主要高校及中专院校，为广大学子
提供现场购票8 . 5折、随身行李一律
免费的优惠措施。

目前，总站已公布首批校园售
票的名单，涵盖市区、长清大学城、
章丘大学城等20余所学校。此外，总
站将在学生集中放假的日期为广大
学子提供免费接站服务，直接将学
生接到总站乘车，减少转乘带来的
麻烦。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
者 李钢） 16日，省食药监局
公布生产环节食品安全抽检结
果。此次我省在食品生产环节
对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
制品，饮料，坚果炒货，蜜饯，
水果制品，瓶（桶）装饮用水
共7大类1 1 5 1批次的食品进
行了监督抽检，检出不合格
产品19批次，其中12批次为食
用油类产品。

据悉，这些抽检是在今年8
月-10月进行的，抽检发现食
用油存在问题最多。通报显示，
标称莘县世家合臣香油有限公
司生产的纯小磨香油1批次、标
称单县好久旺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好久旺小磨香油1批次、标
称聊城市金水城油脂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小磨香油1批次、标
称齐河县文礼食用油脂有限公
司生产的黑芝麻香油2批次、标
称东营誉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葵花籽油1批次、标称青岛品
品好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金质
玉米胚芽油1批次中均为酸价

（KOH）指标不合格；标称山东
莘县福誉香食用油脂有限公司
生产的小磨香油1批次、标称潍

坊市潍城区鲁潍香油厂生产的
小磨香油1 批次中均为苯并

（a）芘不合格；标称山东省恒
兴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水洗
棉油1批次、标称日照市东港
区天农花生专业合作社生产
的花生油 1批次中均为过氧
化值指标不合格；标称山东长
谷川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食用
动物油脂（食用猪油）中过氧化
值指标不合格。

据专家介绍，食用油中

的油脂在空气中会被氧气氧
化，产生油脂酸败，在这个过
程中其中的酸价和过氧化值
会升高，酸价和过氧化值越
高，油脂的品质就越低，所以
酸价和过氧化值升高是反映
油脂品质下降和油脂陈旧的
指标。一般情况下，酸价和过
氧化值略有升高不会对人体
的健康产生损害，但在发生
严重的变质时，所产生的醛、
酮、酸会破坏脂溶性维生素，

导致肠胃不适、腹泻并损害
肝脏。苯并（a）芘则是一种致
癌物。

此外，还检出7批次问题水
果制品，具体情况见上表。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监管部门已采取责令
企业及时下架、召回等措施。
消费者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
发现公告所涉不合格产品时，
请拨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
诉或举报。

本报泰安12月16日讯（记
者 路伟） 泰安一名市民没
缴纳2 0 1 5年医保金，开始缴
纳2016年医保金时被告知需
要补缴2 0 1 5年的，并且必须
按照去年最高标准2 2 0元缴
纳，此外，还需自己缴纳本来
由财政补助的380元。据医保
办工作人员介绍，这项政策从
2 0 1 5年起实施，目的是防止
选择性参保。

肥城一名市民在缴纳今
年的医保时被告知去年的医
保金没缴，必须先将欠的医保
金补齐。“去年村里都按1 4 0
元缴的，以为补上这140元就
没事了，没想到去缴费时还让
我多缴6 0 0元。”这名市民非

常纳闷。随后，记者了解到，宁
阳的赵先生也遇到这样的问
题，“去年出去打工，缴医保时
没来得及，今年再缴明年的却
多要好几百。”赵先生说，和他
一样去年因为耽误时间没能
按时缴费的村民不在少数。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去年9
月 2 7日，泰安市人民政府发
布关于印发泰安市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规定居民的医疗年度为每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每年的9
月1日至1 2月3 1日为集中参
保缴费期，外出务工人员集
中参保缴费期可适当延长至
次年2月底。参保居民应于集

中参保缴费期内选择下一年
度的缴费档次，并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费。超过集中缴费
期缴费的，个人须全额缴纳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含财
政补助部分）。缴费档次一经
确 定 ，年 度 内 不 予 变
更。

参保居民中断缴费
的，须全额缴纳中断期
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含财政补助部分），自
补缴之日起30日后方可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中断缴费期间发生
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
不予支付。

工作人员表示，部

分居民存在着没病不参保等选
择性参保的情况，出台这一文
件可有效避免选择性参保，最
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待遇。因
此，提醒大家要及时缴纳保费，
以免造成自己的损失。

临近年底，不少小区里都贴出了防范入室盗窃的提示。市民要有效防范入室盗窃，自然要仰仗
门上的“铁将军”。经过警方和媒体的多年宣传，老式的A级锁不安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少市
民给自己家的门锁更新换代，换成了结构更复杂的B级锁。

然而即便换了锁，依然有市民家中失窃的情况发生，难道小偷的技术都这么高超了？小偷的技
术只是一个方面，市民的防范疏忽才是被小偷钻了空子的关键。快到新年了，安全第一，看看小编今
天为您推荐的这篇文章吧，告诉您如何锁门才能又防盗又省心。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
(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还
可以看到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食品名称 商标 不合格项目

1 青州日月达食品有限公司 青州市王坟镇西股村 山楂条(山楂软片) 日月达 苯甲酸

2 青州市玉福食品有限公司 青州市王坟镇白羊口村 山楂片 --- 苯甲酸

3 日照市东港区家乐园食品厂 日照市兴海西路11-1号 圣女果 绿昱 二氧化硫残留

4 栖霞市裕森食品有限公司 --- 蓝莓干 裕森 亮蓝

5 青州市王坟东风果品厂 青州市王坟镇涝洼村 山楂片(干片) 事事顺 苯甲酸

6 青州市青欣食品有限公司 青州市仰天山路2898号 青欣山楂片 青欣 苯甲酸

7 沂南县恒源食品有限公司 沂南县苏村镇驻地 糖姜片(蜜饯) 牵里缘 二氧化硫残留

水果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去去年年没没缴缴医医保保，，今今年年咋咋多多缴缴六六百百
医保办：这项政策自今年开始实行，是为防止选择性参保

看了这些动图，你的门还敢这样锁吗？

探路

春节返程票开抢

临客票也已发售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将进20余高校售票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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