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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未查体、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混放……

长长清清俩俩药药店店GGSSPP认认证证被被““摘摘””

抓抓紧紧啊啊，，居居民民医医保保缴缴费费1122月月底底结结束束
逾期未缴费将无法享受医保待遇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米良川
夏天） 济南市居民医保缴费
进入倒计时，还没缴费的抓紧
了。16日，记者从济南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获悉，2016年度的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期已
进入尾声，如果未在本月底完
成居民医保缴费，2016年度居
民医疗保险待遇将无法享受。

今年居民医保缴多少钱？
据了解，2016年度济南市居民
医保成年居民个人缴费标准
分两个档次：一档为300元/
年，二档为140元/年，学生儿
童为80元/年。低保、重残等免

缴费人员不缴费，但需要办理
免缴费认定手续，方可享受对
应年度居民医保待遇。

不少市民对于缴费方式
有疑问，居民医保去哪缴费？

在校学生和在园儿童由
所在学校、托幼机构统一办理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手续。

城镇居民参保人到户籍
所在县（市）区乡镇（街道）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办
理参保登记等手续，到合作银
行缴费。农村居民由村（居）为
单位统一组织办理参保登记、
缴费等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儿家

长记得别忘缴2016年居民医保
费。2015年9月之前已经参保缴
费的新生儿，在今年9月1日到12
月31日的缴费期内还应继续缴
纳2016年度居民医保费。也就是
一年里需要缴纳两次医保费，
第一次缴费保障的是2015年度
医保待遇，第二次缴费保障的
是2016年度医保待遇，请新生儿
家长特别注意。

此外，低保、重残等免缴费
人员可免费享受居民医保待
遇。低保、重残等免缴费人员，
每年要到户籍所在县（市）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审验证明材
料，办理个人免缴费认定手续。

近年来，部分新参保的免
缴费人员在认识上存在一定
的误区，认为只要办理过免缴
费认定手续，以后每年都由社
区自动续保。对此，济南市社
保局提醒广大免缴费人员，免
缴费认定手续要每年在缴费
期内由参保人本人或家属主
动申请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则
视为断保，将不享受下一医疗
年度居民医保待遇。此外，临
近居民医保缴费期末，部分居
民医保缴费银行已开始出现
扎堆缴费排长队的情况，请参
保人及参保人家属合理安排
时间尽快缴费。

历下公安接听

亲民服务热线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尉伟
通讯员 郭梦） 12月17日上午

9：30—11：00，历下区公安分局负责
同志将带领治安、户政、出入境、法
制、刑警、经侦、消防等部门负责同
志 ，集 中 接 听“ 亲 民 服 务 热 线 ”
66666117，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接受
群众对窗口服务、治安防范、执法办
案等工作的咨询和监督。

新东站三区

下月起施工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刘成 梁孝玲） 记者

日前从历城区住建委了解到，济南
新东站片区共涉及历城区34个村庄
的用地，集体土地面积约37560公
顷，其中17个村庄需整体搬迁。

安置三区（一期）工程计划安
置梁一、梁二、梁三、梁四、纸房5个
村庄，1736户村民，目前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人员界定工作已全部完
成，安置房户型选择登记已完成
98%，签订拆迁协议和拆除户数均
达到总户数的95%以上，累计拆除
各类建筑物42万平方米，三区工程
计划2016年1月初进场施工。

济南儿艺即将

上演“双剧”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于悦）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经

典童话剧《青蛙王子》与首部原创成
语系列实验儿童剧《成语连连看》将
于近日正式与观众见面。《成语连连
看》将于2016年元月1日、2日、3日在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贝剧场欢乐上
演。取材于世界经典童话的儿童剧

《青蛙王子》将于12月19日、20日走
进省会大剧院，与泉城的小朋友们
一起快乐过圣诞节。

槐荫区建立

健康专家库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刘志
浩 通讯员 孙艳敏 高玲玲）
近期，槐荫区组建健康教育专家库，
24个医疗专业的100名专家将为全
区的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槐荫区卫计局选出符合条件的
相关专家100名，学科涵盖心脑血
管、呼吸、消化、肿瘤、中医等二十四
个专业，他们将负责对全区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牙牙齿齿缺缺损损早早点点治治，，别别犯犯““缺缺牙牙拖拖延延症症””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陈

晓丽） 年过七旬的顾老先生
起初只缺了两颗牙，想着等牙
齿掉多了再去镶假牙，如今满
口牙所剩无几，假牙换了好几
副又都不合适。因为咬不动食
物，老先生只能靠吞咽进食，本
就虚弱的消化系统不堪重负，
常常胃痛、肚胀、消化不良。

济南圣贝口腔医院修复专
家苗新海指出，顾老先生牙齿
缺失时间拖得太久，牙槽骨已

经吸收变形，所以才这么麻烦。
苗新海说，许多老年人对牙齿
的缺失，特别是缺失一两个牙
不重视，认为可以凑合用。其实
缺牙后如果长时间不镶牙会产
生诸多不良影响，特别是后牙
的缺失，会大大降低咀嚼能力，
造成前牙负荷过重，引起余留
牙松动、过度磨耗，最终可能导
致全口牙齿松动、脱落。

据介绍，目前牙缺失修复
有三种方式：活动义齿、固定

义齿及种植牙。活动假牙虽然
制作方法较简单，费用低廉，
但稳定性、舒适度和咀嚼效能
相对较差。固定修复虽然相对
牢固，但却要磨损相邻好牙。
与前两者相比，种植牙修复在
恢复牙齿的支撑、功能、感觉、
形态、使用效果等方面与真牙
非常相似，且无需伤害邻牙，
是目前公认最好的一种缺牙
修复方式。

苗新海建议，一旦出现任

何牙齿的缺损和缺失，不要拖
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检
查和治疗。

据了解，目前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推出了“圣诞美齿狂欢
节”活动：百颗特价种植体，
3998元/颗；1元美齿体验（北
医大教授远程会诊+全景片+
DSD微笑设计）；111元炫彩美
白体验（限3颗）；1111元金悠
然美加超薄贴面（限2颗）。详
情可咨询87878000。

蔡琴《海上良宵》济南跨年演唱会即将温暖来袭

网网友友八八大大关关键键词词总总结结““非非去去不不可可””
12月31日晚，蔡琴济南跨年

演唱会将在济南奥体中心东荷
体育馆温暖上演。济南歌迷们将
有幸在天籁般的歌声中挥别
2015年，与偶像一起共度新年。

获悉消息的琴迷们用感
动、回忆、享受、惊喜、经典、梦
想、纪念、犒劳八个词来形容和
概括蔡琴演唱会带给他们的温
暖和震撼。

关键词之一：感动
那些平日看起来冷峻严肃

的中年脸庞上泪水纵横，这也许
是蔡琴带给歌迷们不一样的内
心感受。那泪水不是喜极而泣，
也不是追星式的号啕大哭，而是

一种心灵为之一颤的感动。

关键词之二：回忆
蔡琴的歌，犹如一本厚厚的

纪念册，记录着许多人的青春记
忆，伴随并影响着数代人的成
长。蔡琴的演唱会是一座心灵相
通的桥梁，在她营造的空间里，
我们能够感受喧嚣尘世中少有
的静静回味。

关键词之三：享受
在蔡琴演唱会现场，你不仅

能见识到最为专业的演出制作
团队，极富冲击力的现场效果，
她的歌声能够带领大家重走那
些记忆中的岁月，是一场不折不
扣的视听饕餮。

关键词之四：惊喜
在蔡琴的演唱会现场，你

永远无法预料她会从舞台的什
么地方出现，会以怎样的方式
降临在你眼前。这是她带给观
众最特别的礼物，除了期待还
是期待。

关键词之五：经典
如果说万人大合唱的场面

在每个明星的演唱会都会出
现，那么持续从头到尾的合唱
恐怕只有在蔡琴的演唱会现场
才能见识。即使你已经被她的
歌声感染到泪流满面，依然无法
停止与台上的她一起演唱那些
经典之作。

关键词之六：梦想
能够在台下仰望蔡琴，亲耳

聆听她为自己现场演唱成为许
多人年少时就埋在心里的梦想。
正如蔡琴自己所说，仍能站在舞
台歌唱是幸福的，而能被蔡琴带
回从前同样也是种幸福。

关键词之七：纪念
蔡琴的每一首歌都在记录

一段历史，一段存在于每个人心
中的记忆。平日忙碌的生活让人
无暇顾及曾经在生命中走过的
许多人，蔡琴的一首首充满记忆
的经典老歌像是在纪念那些生
命中曾有的情感，每一个人都能
在这里找到自己。

关键词之八：犒劳
很多歌迷不约而同选择在

跨年之夜走进现场，用蔡琴的传
世歌声犒劳自己和亲朋好友一
年来的辛苦。为回馈热情歌迷，
蔡琴表示她会在演唱会现场一
一献上“济南观众最喜欢的十大
琴歌”犒劳大家。
时间：12月31日19：30

地点：济南奥体中心东荷体育馆
票价：场地1380/980看台580/380
/280

售票电话：1 8 9 5 3 1 1 9 5 2 6
4006103721

主办单位 :北京京奇非凡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本报12月16日讯（记
者 王皇） 16日，长清区
食药局网站公布了近期药
品经营企业飞行检查的结
果。济南悦鑫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宏大店、济南康之
源大药房有限公司崮头药
店2家药品零售企业违反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相关规定情况较严重，被
收回GSP认证证书。

长清区食药局在12
月2日至12月3日组织了
药品经营企业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共分两个
检查组，检查了2家药品
零售连锁总部、10家药品
零售企业。

济南悦鑫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宏大店、济南康之
源大药房有限公司崮头药

店2家药品零售企业在计
算机系统、人员培训、质量
管理体系、药品收货验收、
陈列储存等方面违反《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
定较严重。

根据公示内容，济南
悦鑫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宏
大店个别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混放；药品经营许可证
未悬挂在店堂；从业人员
未按规定健康查体；培训
档案与其他门店材料混
放，内容不全；销售药品不
能出具销售凭证；拆零药
品包装袋标示内容不全；
无重点养护记录；执业药
师未审方，审方人为企业
负责人（中药师）。

济南康之源大药房有
限公司崮头药店则在药品

储存、陈列等区域存放与经营活动
无关的物品；陈列药品的设备放置
与销售活动无关的物品；药品未按
储存要求分类陈列；陈列的药品未
放置于货架；外用药与其他药品未
分开摆放；拆零销售的药品未集中
存放于拆零专柜或专区；冷藏设备
温湿度监测记录不全；药品与非药
品未分开存放；药品区域内摆放其
他物品；拆零销售包装上项目不齐
全。根据有关规定，上述企业的
GSP认证证书被收回，并在长清
区网站公布。

所在地食药所对其违反《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行
为，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
条规定处理；企业整改到位后报
请区局复查，经复查合格，发还
GSP认证证书；复查不合格的，
由区局报请市局撤销其GSP认
证证书。

有些药店除了药品外，也在出
售各种食品及生活用品。（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牙齿健康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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