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壹读
2020年6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于海霞 美编：徐凌 组版：李建民

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5天卖车2 . 4万台，参展观众遍及省内外

齐鲁车展拧开车市水龙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远明 朱洪蕾 赵艳 王珺羽

6月8日，为期5天的2020齐鲁
国际车展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圆
满落幕。本届车展吸引了来自北
京、济宁、聊城等省内外的参展观
众，成交订单2 . 4万台。

8日下午4点半，订车抽奖处
来了一波抽奖小高峰。“还有奖
吗？我抽一个。”济南市民冯先生
急匆匆跑来，“看了两天车展了，
今天想赶在闭馆前抓紧把车订
了，就怕错过今天的优惠，再买又
得贵不少。”

因为疫情关系，本届车展延
后到6月举行，有业内人士认为，

“今年的这个节点很重要，是月
末、二季度末、半年末，这个时期
举办车展对很多汽车品牌非常关
键，众多品牌的投入、优惠政策，
产品整体释放都很大。”据悉，本
届车展参展车型几乎一应俱全，
多家车企选择在本届车展推出新
车型，比如上汽大众首款大型豪
华MPV威然、比亚迪汉、长城炮等
新车在山东首发亮相。众多品牌

厂商为抢到更多订单，定出了只
针对车展的特别优惠政策。

本届车展，上汽大众延续了
之前几届齐鲁车展的优异表现，
再次蝉联齐鲁车展销售冠军，据
了解，车展期间，上汽大众成交量
达1016辆。对此，上汽大众山东销
售服务中心市场总监梁峰表示，

“20多年来，上汽大众与齐鲁车展
一路同行，从1999年首届车展结
缘开始，上汽大众与齐鲁车展一
起，努力为齐鲁车友提供更新、更
好、更全的产品和服务。”

齐鲁国际车展主办方负责人
韩亮介绍，从市场的层面来说，整
个汽车行业处于下行状态，前年出
现下行之后，今年又因为疫情影
响，出现加速下行，而山东有上亿
人，在车市的占比很高，一度曾是
全国第一，能够吸引更多车企前来
参展。本届齐鲁国际车展，很多厂
家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车展，重新
把消费者的购买力、从业者的信心
都整合起来，重新恢复行业的景气
指数和热火朝天的局面，齐鲁国际
车展承担着救市的使命。

本届车展从最终数据来看，5

天时间各家汽车品牌“战绩”可观，
有的品牌销量还超出预期。合资品
牌上汽大众1016台、别克732台、北
京现代518台；日系品牌广汽本田
828台、东风日产726台、一汽丰田
356台，豪华品牌奔驰550台、林肯
159台、雷克萨斯108台，自主品牌
长城、吉利、长安等表现也很优异。
一汽丰田济南区区域销售经理杨
昊表示，车展除了卖车还有个重要
意义，“车展能够提供更多意向客
户，这些人有可能会在3到6个月的
时间里继续下单。”

本届车展，齐鲁晚报还联合济
南市商务局以及各汽车品牌推出
了“千款豪车任你选百万礼券大放
送”活动，送出现金红包、汽车补贴
等六大礼包，携手山东凯瑞餐饮集
团、肯德基、宜家家居济南商场、bp
加油站、樊登读书、中信银行、圣泉
集团，联合推出“齐鲁车展品牌爱
展计划”,为广大消费者奉上加油
券、餐饮券等丰厚的礼品券。

自1999年至今，齐鲁车展已
经成功举办20年，连续举办40届，
累计销售量超42万台，累计参展
人群725万人。

本报济南6月9日讯（记者 巩悦悦）
为推进我省中小学、幼儿园卫生厕所建设，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山东省财政厅等七部门印发的《山东
省中小学校（幼儿园）“厕所革命”实施方案

（2020—2021）》称，2021年底前，完成全省中
小学校、幼儿园厕所建设改造，达到安全、卫
生、环保等要求。要合理设计蹲位数量，满足
学生课间高峰期如厕需求；加强学校卫生厕
所人性化设计，提高女性厕位比例，设置蹲
位隔断或厕门，注重保护学生隐私。

根据方案，各市组织，以县（市、区）为
单位，对中小学校、幼儿园厕所情况进行全
面摸排，逐校逐园核实，摸清不卫生厕所的
数量以及涉及学校和学生数量，分析卫生
厕所建设、管理维护等方面存在的具体困
难和问题情况。

方案指出，要落实卫生厕所建设要求，
参照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城镇公共厕所
建设等相关技术要求，合理设计蹲位数量，
满足学生课间高峰期如厕需求；加强学校
卫生厕所人性化设计，提高女性厕位比例，
设置蹲位隔断或厕门，注重保护学生隐私。

独立式厕所原则上应建在校园内地势
较高、不易被雨水淹没处，贮粪池远离供水
系统。应采取保温御寒措施。厕所蹲位不得
建于贮粪池之上，并与之有隔断。

厕所地面应防渗、防滑，厕所应设置洗
手设施，一般配有纸篓和清洁工具，非连续
性供水的水冲式厕所内应备有贮水设施。特
殊教育学校、接收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的学
校，要建设方便残疾学生使用的卫生间及附
属的盲道、轮椅坡道、扶手抓杆等人性化设
施设备。

根据要求，针对摸排中发现的不卫生厕
所问题，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卫生厕所改
造和建设规划。原则上所有摸排发现的不卫
生厕所问题应于2020年12月底前完成改造；
卫生厕所面积不足、男女蹲位比例不合理等
问题须纳入规划并于2021年12月底前完成改
造；新建中小学校、幼儿园厕所能够在2021年
12月底前完成建设的也应纳入规划。

方案称，卫生厕所建设改造，必须确保
改造一所、合格一所、保障一所，绝不能搞
形式主义，形象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
防止出现化粪池下沉、硬化部位断裂、粪污
处理设施漏底、返味问题；防止出现储水设
施、化粪池等部位防冻措施不到位问题；防
止出现厕具等设施质量不合格等问题。

山东七部门推动中小学“厕所革命”，2021年底前完成

提高女性厕位比例，保护学生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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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6月9日讯（记
者 张泽文） 疫情期间火
速开通医保线上支付，山东
泰安互联网诊疗再迎新突
破。6月9日，泰安市医保局与
微医泰山互联网医院正式签
署互联网医院医保定点协
议，围绕互联网诊疗、药事服
务、医疗费用结算、数字系统
支撑等方面探索“互联网+医
保”创新服务模式，泰安也成
为山东省首个由医保部门与
互联网医院签署医保服务协
议的城市。

“昨天在互联网医院的
便民门诊上医生给我开了
药，今天就收到了，疫情期间
能有这样的服务真的太方便
了！”家住泰安市泰山区的张
女士收到了疫情期间最珍贵
的快递——— 高血压降压药，
因患有高血压，张女士需要
长期服用降压药。张女士不

知道的是，她收到的药品是
泰安市，也是山东省在互联
网医院便民门诊开通之后配
送出的第一单处方药。

由于疫情影响，泰安市
许多就医需求涌到了线上。
今年2月11日，泰安市卫健委
联合泰安微医泰山互联网医
院（以下简称泰山互联网医
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在线
义诊，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
享受在线免费医疗咨询。泰
山互联网医院最近的日接诊
量在3000人次左右，其中有
很多患者是慢病复诊或开药
需要。为了进一步保障人民
群众的医疗健康需求，泰山
互联网医院火速上线便民门
诊，在“健康泰山”微信公众
号开通，为居民同时提供在
线义诊和在线开药服务，患
者可以在线免费咨询，药品
寄送到家。

泰山互联网医院线上便
民门诊目前已涵盖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官
科等科室，由医生完成在线
接诊和开出处方，患者完成
在线支付后即可由药店寄送
药品到家。药品由供应慢性
病药品为主的国泰民安大药
房统一配送，疫情期间快递
隔日送达。便民门诊上线当
天，服务患者问诊用药需求
300多单。

据了解，2019年9月，微
医集团与泰安市政府合作成
立了全国首家慢病互联网医
院，打造“互联网+全程慢病
管理”服务模式。此次疫情期
间，泰山互联网医院充分发
挥慢病服务和互联网优势，
在全省率先开通线上便民门
诊，利用互联网医院平台抗
击疫情、便捷就医的方式探
索出了“泰安模式”。

互联网医院看病如何进行医保结算

患者通过微
信搜索并关注“健

康泰山”公众号，进入
微医泰山互联网医院
平台，登记身份证及
医保信息（首次登记
需要提供）。

便民门诊医
生对患者进行线

上复诊，并根据实际
病情开具处方。依据
医保中心规范要求，
在线平台对患者身
份、处方进行审核。

点击“健康泰
山”公众号底部菜

单的“去问诊”，进入
“泰安市门诊慢性大
病专区”即可选择相
关科室，上传、填写病
历及用药需求。

身份与处方
审核通过后，系统

提示患者在线支付其
自费部分。完成支付
后，由专业药品配送
人员将药品配送到患
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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