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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9月9日讯（记者 刘
飞跃）“这线杆都断成这样了，仅
靠一道墙支撑着默默地坚守，指不
定哪天坚持不住了，倒霉的又是
谁？”8日，壹粉“袁279635”反映，省
城历城区工业南路一小区内一根线
杆快倒了，上半截完全靠墙撑着，非
常危险。9日，葡萄园居委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前期已经与运营商协
商，计划周五拔除。

壹粉“袁279635”告诉记者，这根
危险的线杆在工业南路101号对面，已
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不见有单位来处
理。附近居民整天担惊受怕的，希望
有关部门还居民以安全感。 “线
杆顶部横七竖八的电线缠绕在上
面，头重脚轻，一旦倒了危害就大
了，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到现场把这
个断裂的线杆移除吧。”壹粉“袁
279635”介绍。

9日上午，记者找到了这根即将
折断的线杆。该线杆位于葡萄园路
西侧一个开放式小区内，东侧紧挨
着一道高于三米的围墙。的确如壹
粉所言，折断的部分位于线杆底部
约半米处，线杆朝外侧倾倒，正好被
墙挡住，如果没有这堵墙，该线杆可
能就直接倒在路上。

记者注意到，线杆顶部有数十
条缠绕在一起的电线，在线杆折断

的部分，则有铁丝连在了墙上，能够
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使得线杆根
部不至于翘起来。从锈蚀的程度来
看，该铁丝固定时间已经不短了。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线杆是自
己折断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但疫
情之前就这样了，有半年时间了，之
前街道办和居委会都来看过，上面
缠绕的线网也找到了产权单位，只
是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要没有铁丝拉着，这根线杆早
就倒了。外面就是一条路，很是危
险，希望有关部门赶紧来修修。”附
近居民告诉记者。

记者探访得知，线杆所在的小
区为开放式小区，也是多家单位的
宿舍，人来人往很频繁。小区东侧为
葡萄园路，该路连接的是山大南路
延长线与二环东路，车辆和人流比
较密集，如果倒了会非常危险。

这根线杆何时拔除？9日下午，小
区所在的葡萄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之前确实处理过此事，
但是当时没有找到所有权单位，近期
经过与运营商核实，这些线网是废弃
的。“今天下午有专人来清理线网，周
五上午吊车过来拔除线杆！”

本报济南9月9日讯（记
者 王杰） 9日，济南召开
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严厉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加强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与公安部
门的协作配合，济南市出台
了《关于建立协作配合严厉
打击医保基金使用欺诈犯
罪工作机制的意见》。

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文秀介绍，
自去年以来，济南市已累
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6292
家次，暂停医保协议88家，
解除医保协议24家，追回
医保基金4836万余元。“下
一步，我们将探索建立医
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制度，
聘请一批关心医保事业发
展、热心社会监督工作、有
一定社会影响力医保基金
社会监督员。”

李文秀介绍，根据《济
南市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对举报
欺诈骗取行为、提供相关证
据及线索的举报人，经查证
属实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奖励。举报奖励坚持精神奖
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物质
奖励按照举报线索中查实
欺诈骗保金额的一定比例，
最高奖励10万元。“目前，我
们已奖励投诉举报人3人，
兑现奖金10240元。”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进
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执法
与案件查处和移送有效衔
接，加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与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济
南市公安局党委成员、副局

长刘刚在发布会现场通报
《关于建立协作配合严厉打
击医保基金使用欺诈犯罪
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严厉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济南市医疗保障局正
筹备建立由政府主导，发展
改革、公安、司法行政、财
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
保、税务、药监等部门参加
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
联席会议。与公安部门建立
协作机制，打击欺诈骗保联
动机制。在执法检查时，发
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向公
安机关移交，依法追究当事
人刑事责任。

发布会现场公布了“空
刷医保卡”“串换项目收费”

“虚报服务费用”三起典型
骗保案例。

三起案件分别为：济南
立健大药房有限公司祥泰
城店、济南鹏程阁大药房有
限公司市中一明店、世得大
药房鑫苑鑫店（三家药店）
存在留存医保卡刷卡，为非
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刷卡结
算服务的情况。

济南市历城区中医医
院将贴敷治疗（把药膏敷于
背部、腰部等的穴位），串换
为灸法收取费用，将“白内
障摘除术”手术串换为“白
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收取
费用等违规行为。

济南立和中医医院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时，
在登记上传收费的服务时
间里没有为参保护理人提
供护理项目。

本报济南9月9日讯（记者 张
泰来） 随着9月1日电动车集中挂
牌结束，交警已经对包括未挂牌电
动车上路行驶在内的违法行为进
行查纠。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走访调查发现，虽然集中挂牌已截
止，但大多数电动车挂牌点依旧能
提供挂牌服务。只是业务量明显减
少，有些甚至相比高峰期锐减了七
成。提醒尚未挂牌的电动车主抓住
最后机会。

9月8日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
天桥区历黄路7号大明湖火车站广
场东北角邮政速递院。这里也是济
南市三处无整车编码电动车编码
打刻点之一。走进院内，就能听到

“嗡嗡嗡”的打刻机高速运转发出的
声音。

电动车集中挂牌结束已过去一
周时间，这里依旧有5名电动车主在
办理编码打刻和电动车绿色号牌、

临时号牌的申领发放工作。
“家里有一辆已经挂了牌，这一

辆买得早没有编码没给挂，我还以
为已经截止不给挂了，前天让交警
查住了，交警说还可以挂牌让我赶
紧挂。”市民郭先生说，他抓紧仔细
询问了流程，昨天抽空先去交警中
队开具了整车编码打刻许可书，今
天就赶紧来挂牌了。由于此时挂牌
业务量很小，不到10分钟郭先生就
办完了业务。

记者注意到，截至8日下午3点，
这个打刻点也只办理了18笔业务。
而8月30日、31日，记者在这里探访
时，一天的业务量就有300多人、车
挤满半个院子。

记者走访发现，不光是大明湖
火车站这个挂牌点，9月1日以来，市
区其他挂牌点虽然绝大多数都能够
提供挂牌服务，但挂牌业务量明显
减少。

现场挂牌业务量减少的同时，通
过网络在线上申请临时号牌的业务
量也在锐减。中国邮政济南分公司电
动车挂牌项目组负责人徐磊介绍，进
入9月份以来，经过他们审核发出的临
时号牌数量就开始减少，相比8月份业
务量减少了70%以上。

截止到8月28日，济南已经办理
电动车挂牌业务280万余笔，按照此
前交警部门的估算，济南市的电动
车保有量在300万辆左右。徐磊分
析，剩下的车主很大程度上对政策
知晓度不高。在大多数市民印象中，
9月1日电动车集中挂牌截止，就不
能再挂牌了。

“现在到我们打刻点来办理业务
的，很多都是被交警查处后才知道挂
牌。”徐磊提醒广大尚未挂牌的电动车
主，抓住最后一周的机会，尤其是只能
申请临时号牌的老旧电动车以及无
整车编码的电动车尽快挂牌。

本报济南9月9日讯（记
者 孙慧丽） 近日，记者从
济南市人民政府官网了解
到，为进一步提升住宅建筑
使用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
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济南市实际，制定了《济南市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

《办法》中提到，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应在原建设项
目用地界址范围内实施，满
足规划、建筑结构安全、消防
间距及安全疏散等要求。电
梯外观、材质应与原楼房建
筑风格和周边环境相协调，
不得改变原有建筑主体结
构形式。

此外，街道办事处（镇
政府）应当履行属地责任，
做好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
组织协调、宣传发动、民主
协商等工作。

《办法》中还提到，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应当听取该
单元全体业主的意见，尤其
应听取该单元增设电梯后
在通行、采光、通风、噪声等
方面受直接影响的相关业
主意见。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的，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同意。自2021年1月1日
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应
当由该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
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
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书面签署
同意意见。

记者了解到，在业主自
我协商的基础上,街道办事
处（镇政府）牵头组织居民
委员会搭建协商平台开展
民主协商、议事听证，引导
各利益相关方理性表达意
见诉求,寻求各方意愿的最
大公约数，妥善解决问题矛
盾。本单元其他业主对以上
事项存在异议的，业主可自
行协商或者在街道办事处

（镇政府）、居民委员会等单
位协调下实施调解。如若相
关业主认为增设电梯侵犯
其自身民事权益或者对增
设电梯有异议的，可由业主
之间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
的，可由街道办事处（镇政
府）、居民委员会组织调解
或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
解决。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物业管理处处长黄安
平表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高层业主和低层业主利益
不同、诉求各异，“如果最终
协商或调解不成，《办法》中
也明确规定了最终救济渠
道，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
解决，这对持有不同意见的
业主来说，增加了有效的解
决之道”。

“杆坚强”靠墙来撑
会不会突然砸着人

居委会：立即清理废弃线网，周五吊车来拔

济南医保、公安联手重拳打击“骗保”

举报欺诈骗保
最高可奖励10万元

济南发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

业主表决有新变化
有异议可民事诉讼

电动车牌还没挂上？只剩最后一周
眼下挂牌点正常运营业务量锐减七成

折断的倾斜线杆倚在围墙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飞跃 摄

底部折断的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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