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名称 商场价 内购价

原产地野生活海参(150头) 2380元

超值半野生淡干海参(110头) 6350元/斤 2250元/斤

优品半野生淡干海参(70-80头) 6980元/斤 2350元/斤

精品半野生淡干海参(50-60头) 7250元/斤 2450元/斤

臻品纯野生淡干海参(40-50头) 9280元/斤 3000元/斤

原产地无添加、无污染海带 32元/斤

新鲜食材加工冷鲜营养海带面 25元/650g

暴利！南方吊笼参冒充胶东野生参
让利！本报内购会活参现场加工，联合参户让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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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段婷婷

因产区以及养殖方式不同，不

同海参营养价值以及价格差距较

大。不少不良商贩以次充好，用南

方吊笼参冒充胶东野生海参，牟取

暴利。为了让读者能够花最少的钱

买到正宗、干净的威海刺参，本周

末生活日报联合参户将活海参运

抵内购会，现场加工制作。同时，为

回馈读者，本报联合参户让利，150
头鲜活海参仅需2380元。

吊笼参冒充野生牟取暴利

受环境影响，海参产区决定了

海参从营养到口感都存在差异。据

悉，国内海参根据产区不同，分为

胶东参、辽参、南方参。胶东参以威

海、烟台产区为代表，南方参以福

建霞浦产区为代表。根据营养价

值、生长海域、口感、外观等因素差

异，国内消费者对胶东刺参认可度

最高、辽参次之，南方参最末。

养殖方式以及产区的不同，直

接造成了海参品质以及价格的差

异。然而，由于不同海参外形相仿，

普通消费者很难进行辨别，因此市

场上一些不良商贩便以次充好，从

中牟取暴利。

以淡干海参为例，每30斤左右

鲜海参才能产出一斤淡干。另外，

还有一些商贩在加工过程中，添加

糖、过量的盐以及其他料，因此用

品质较差的吊笼参冒充鲜海参一

斤可能就产生两三千元的差价，可

谓暴利。

活海参限量供应现场加工

怎么才能买到放心的真品啊？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如今市民对于

舌尖上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但常

苦于没有可信任的渠道购买。

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买得放

心，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联合威海

参户将活海参运抵内购会现场，现场

去除内脏，加工制作，全程可见，绝无

任何添加，绝无任何以次充好。

目前，正值春参采捕季节，记

者日前到威海泊于镇进行考察，刚

刚采捕的海参个头饱满，有些比手

掌还要大，一个就能达到1斤多重。

据了解，海参体壁内有一种自

溶酶,遇到温度高或者是油的时候

就会自动融化。因为活海参不易保

存，目前存量有限，此次内购会只

限量供应500斤，想要购买的读者

可以抓紧拨打电话预订，先到先

得，现场无法直接购买。

此次内购会，本报联合参户让

利读者，让读者能够花最少的钱吃

到绝对高品质的海参。预订鲜活海

参最低150头起订，价格为2380元。另

外，读者也可以到场购买加工好的野

生、半野生海参，超值半野生淡干海

参内购价仅需要2250元/斤。

内购会现场提供更多优惠

除了野生、半野生的好海参，

参户还带来原产地无添加、无污染

的海带，和营养丰富的海带面请生

活日报的读者品鉴。活动期间，每

天前50名到内购会购买海参的读

者，可免费领取冷鲜营养海带面

(280g)一份。

会员还有专享现金优惠：1、会
员凭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会员卡

购买海参即可享受每斤直降100元
的超级福利；2、会员介绍非会员朋

友购买内购会海参产品,会员每斤

可再享50元现金优惠,朋友也可获

得50元直降福利。如果您认可我们

的原产地产品,就请不要吝啬您的

分享精神,把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

带到您朋友的身边吧!

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威海刺参专场

扫一扫加入
生活日报内购会

活动时间：6月4日、5日（本周六、日）8：30开始

活动地点：历山路大众传媒大厦东裙楼南

侧露天广场（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北邻）

乘车路线：乘坐2路、79路、103路、k59路在历

山路和平路站下车，沿历山路方向南行20米路

西；乘坐18路、75路、110路、123路、k94路在文化西路

东口站（历下大润发）下车，沿历山路方向北行100

米路西；乘坐brt2路、brt3路在文化东路西口站（历下

大润发）下车，沿历山路方向北行50米路西。

咨询、预订电话:85196236/6237、18866890007

生活日报内购会产品价格表

医保卡里的钱能提现吗
能买药、能看病，但不能提现

□记者 王红妮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请问

医保卡里的钱能提现吗？”近日，

市民刘女士向本报温暖人社政

策直通车咨询。记者了解到，虽

然医保卡加载了金融功能，但是

医保卡里的钱并不能提现。

刘女士表示，她有一张单位发

的医保卡，一直没怎么使用，前段

时间她拿着卡到药店买药，发现卡

里面已经积攒了不少余额。“要是

能提现就好了。”刘女士说，“医保

卡是一张银行的芯片卡，卡里的钱

能不能在银行柜台或者ATM机取

现？或者能刷卡消费吗？”

“医保卡分为医保区和金融区

两个区域，两个区域不能通用。”济

南市人社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解释,
虽然医保卡也是一张加载了金融

功能的银行卡，但是医保卡里的余

额不能提现。据介绍，目前济南市

医保卡内的钱，可以用来在定点药

店买药，门诊费用的支付和住院费

用中个人自付部分的支付。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发行的

社保卡实际具有两个账户，分别是

医保个人账户和金融账户。前者在

技术上加以限制，不能提现，只能

用于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参保人可

以持卡到定点药店、医院使用；后

者则相当于一般的银行卡。

据悉，在社保卡上加载金融功

能，主要是随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业务的发展，服务对象发生了很大

变化，特别是城乡居民、灵活就

业人员在参保缴费、领取各项待

遇、医疗费用实时结算等方面，

都离不开金融服务。如果将社会

保障和金融服务集成到一张卡

上，将会大大方便使用。

明年春季学期起
城市学生教科书也免费了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明年

春季学期起，济南市将统一城乡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城市

学生教科书也要免费了。日前，

济南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彻

鲁政发〔2016〕1号文件进一步完

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从2016年起，调整完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用2年时间，建立

统一的、各级政府分项目按比例

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济南检出酸雨 秋季下得频率大
2015全省环境公布出炉，PM2 . 5比2013年完成22 . 4%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日，山

东省环保厅发布了2015年全省环

境状况公报。去年全省污染物减排

完成“十三五”任务目标，PM2 . 5比
2013年完成22 . 4%，基本消除劣五

类水体，但济南、潍坊和威海三市

检出酸雨。

2015年，全省17个设区城市共

采集分析1278个降水样品，降水

PH年均值范围在5 . 85～7 . 72之
间，PH年均值均大于5 . 60，全省无

酸雨城市。

不过，在降水样品中还是检出

酸雨样品19个，酸雨检出率1 . 5%。

有酸雨样品检出的城市为济南、潍

坊和威海，酸雨样品检出率分别为

6 . 4%、4 . 4%和5 . 7%。与上年相比，

有酸雨检出城市个数持平，酸雨检

出率增加0 . 6个百分点。

2015年全省酸雨样品PH最小

值为4 . 39，出现在4月1日至4月2日
济南市的市监测站测点。记者查询

一下，那场雨是从3月31日开始一

直下到4月2日，之前山东一直干

旱，好不容易才盼来一场“转折性

降雨”，并且是自建国以来山东历

史同期最强降雨，但没想到竟然是

一场酸雨。

一年四季都有雨，济南什么时

候酸雨最集中？根据山东省气象局

研究，省城秋季的酸雨频率最大，

特别是11月，夏冬两季酸雨频率较

小。这主要是因为济南是北方城

市，土壤和沙粒偏碱性，这些碱性

物质会缓冲大气中的酸性物质。

从全省来看，济南几乎在每一

年都会有酸雨检出，这是为什么

呢？根据相关研究，济南市发展较

为迅速，建筑、市政和拆迁工程造

成扬尘污染严重，机动车、燃煤排

放大量污染物。受特殊地形和气象

条件影响，污染物难于扩散，加重

了市区空气污染。

G20峰会山东9市参与保障

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杭州

召开。环保部和长三角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协作小组对峰会空气质量保

障工作进行了部署。济南、青岛、淄

博、潍坊、济宁、日照、莱芜、临沂、聊

城等九市参与保障配合工作。

省环保厅大气处处长肖红

表示，“一旦预测主会场可能发

生因气象条件导致的重污染，山

东九市作为配合保障城市就要

对钢铁、水泥等高架源进行停产

和限产。”

记者了解到“高架源”主要

指的是45米以上烟囱排放的污染

源。

济南等5市被划入“通道城市”

5月31日，在淄博召开的全省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省环保部

门提出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工业企业实施生产调控。记

者了解到，济南、淄博、聊城、德州、

滨州等5市被划入传输通道名单，

环保部门将对这5市工业企业排放

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济南等5个城市作为通道城

市要实行更加严格的排放要求。”

肖红表示，比如钢铁企业要施行

“绩效排放”，也就是以单位产品的

污染物排放量进行绩效排序，排序

达不到要求的在不利的气象季节

要提前采取减排措施。

山东将开征VOCs排污费

在会上，环保厅大气处处长肖

红表示，山东省将采取多项措施治

理挥发性有机物(VOCs)，其中包括

向排污企业征收VOCs排污费。

5月份以来，臭氧已经超越

PM2 . 5，已成为不少城市的气质

“首害”，5月份济南有15天的首要

污染物都是臭氧。

“2014年，我们就制定了石化、

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4个

主要VOCs排放行业的综合整治方

案，对治理计划和相关时限都做了

具体要求。”肖红表示，“近期，山东省

将开始征收VOCs排污费，以经济手

段促进企业加强治理。”

省环保厅发布的三条信息也很重要

通过内购会选购新鲜海参很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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