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它好可爱，居然还有这

么多玩具。 ” 昨日，黔灵山公园熊猫馆

的“滚滚” 现场表演，一会儿在吊床上

荡秋千、一会儿吃竹子、爬梯子等，各

种玩具都玩了个遍， 萌萌哒的样子引

得游客哈哈大笑。

近日， 为进一步提高两只熊猫的

运动量，工作人员将它们的玩具升级，

原来的竹子吊床换成了麻布吊床，舒

适性更强。吊床上还有两个箩筐，里面

会放“滚滚”爱吃的窝窝头和苹果。在

两棵树之间设置梯子，“滚滚” 可以自

由攀爬。 此外，还有游泳池、木板搭成

的“餐桌” 、轮胎等原有的玩具。

“这几天爱动得很，爬树、打滚。 ”

据熊猫馆工作人员李达介绍， 大熊猫

怕热不怕冷，最近活动量也有所增加。

两只熊猫爱吃苦竹、箬竹、窝窝头、苹

果等。竹子两天要送一次，每天一只要

吃 150斤，最近吃的量也比夏天多。

同时， 熊猫馆每天 10 时至 17 时

开放，看大熊猫的最佳时间是上午 10

时至 11 时，下午 15 时至 17 时。 大熊

猫的食物有严格的标准， 希望大家文

明观看，勿向园内丢食物，也不要大吵

大闹，以免惊吓到它们。 （成虹飞）

■新闻速递

房产中介机构 好多都没备案

本报讯 贵阳市住建局等七部

门昨日继续对贵阳市房产中介、住

房租赁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

最多的问题就是房产中介机构取

得营业执照后，未按规定到属地住

建部门备案。

11 月 4 日至 5 日，南明区每天

出动 60余人，分成 12个工作小组，

对辖区中介机构逐一排查。 两天共

检查房地产中介 429 家，其中手续

齐全 12家，未取得备案证 67家，已

要求尽快完善手续，公司未在注册

地址办公或已关门停业 348家。

南明区排查组人员分别来到花

果园国际中心 1、2、3号楼， 根据工

商登记信息， 对在写字楼内办公的

中介机构逐一上门排查。 在 2号楼

13 层贵州华旭易居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 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只能

提供营业执照， 但没有在南明区住

建局备案。 检查人员口头告知店面

现场负责人， 要求立即到南明区住

建部门备案， 在未取得备案证明这

段时间不能营业， 否则将会受到处

罚。随后，检查人员在公司门口张贴

了“此店正限期整改” 的公示牌。

南明区在花果园区域排查中

发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按工商

登记的地址找到该公司办公室时，

已经人去楼空，或者换成了其他公

司在这里经营。 由此推断公司未在

注册地址办公或已关门停业。

今年 9月， 贵阳市经开区建设

管理局在本辖区已开展拉网式排查，

排查房地产中介机构 69 家， 共计

101个经营场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 87份，勒令其尽快按照相关要求

和流程进行备案。现在在筑房网上申

请备案并完成的有 22家，备案完结

的 5家，送交资料 1家。（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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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

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通过

鉴酒专家的介绍和身边很多实例， 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老酒

价值有了理性的认识，意识到老酒变现不能等，抓住机会及

时出手，才能实现老酒最大的现金价值。

老酒价格渐趋平稳 不会大涨

“我想等价格涨涨再出手！” 有些市民有此打算。其实，

这是因为对老酒的市场行情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错误认

识。 老酒经过近几年价格不断上涨现已经基本稳定，很难再

出现价格大涨的趋势。 随着市场的规范和消费的理性，老茅

台酒的价格日趋稳定。 从长远来看，老酒的收藏属性正在淡

化，回归酒本身的饮用功能也日渐明显，抓住现有的趋势抓

紧时间变现才是合理的选择。

老酒年份越久不等于价格越高

还有市民认为“年代越久，老茅台酒越值钱” ，其实这

是片面的。 年份是衡量老茅台酒价值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

一的因素。酒的品相和是否跑酒等都会影响最后的价格。老

茅台酒由于生产的年限至今很长，保存面临很大的考验，普

通百姓大多不懂得保存的专业知识，如果保存方法不当，很

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品相破损和跑酒现象， 价值随之

降低，甚至变成废品。 收藏馆在贵阳收酒的这三年间，就遇

到了很多由于保管不当，而导致价格大打折扣的老酒。 让人

深感痛心和惋惜。

由此可见， 市民及时选择权威的机构将老酒鉴定变现

很有必要。 收藏馆这几年在贵阳的表现有口皆碑，开出的收

酒价格全国较高，并且还有现金赠送，如果想老酒鉴定变现，

请先来这里听听专家给出的合理意见再做决定会更好！

地 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山

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老酒变现不能等 该出手时就出手

北京茅台收藏馆引导市民理性看待老酒价值

招 商

【金龙星岛国际】

红星美凯龙旁 成熟社区 写字楼裙楼招商

首层约 200m

2

临街旺铺，层高约 6米

二层约 1500m

2

，层高约 5.2米

三层约 1600m

2

，层高约 4.2米

四层约 1100m

2

，层高约 3.5米

五层约 1100m

2

，层高约 3.5米

约 190—1100m

2

写字楼隆重招商

百年商机 贵在把握

张女士：13985022530����谢先生：15685155760����陈女士：15285094362

贵阳恒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贵州华源捷安医药有

限公司遗失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证书编

号 ：GZ06-Aa-20150176，

发证日期：2015 年 6 月 8

日，现声明作废。

昨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

悉，为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患高血

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病” ）参

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根据有关文

件，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药监局等四部门近日就完

善我省患高血压糖尿病参保人员门

诊用药保障，联合下发《关于完善

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

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 ）的参

保人员中，确诊为高血压（１ 级高

血压中的高危和很高危、２ 级高血

压、３级高血压） 且未发生靶器官

损害、 或诊断为糖尿病（１ 型、２

型）且未发生靶器官损害，需要长

期采取门诊药物治疗的，纳入本实

施意见规定的政策保障对象范围。

在《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医保发

〔2019〕46号）规定的目录内，按照

优先选用目录甲类药品，优先选用

国家基本药物，优先选用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品种，优先选用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和贵州省药

品集中采购公开招标中标药品要

求，确定我省纳入保障范围的“两

病” 门诊用药。

“两病” 参保人员门诊使用附

件所列的药品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

付，“两病” 门诊用药专项待遇按以

下标准执行：

1、支付比例：一级及以下医疗

机构为 70%，二级医疗机构为 60%，

三级医疗机构为 50%；

2、起付线和支付限额：不设起

付线， 参保年度内高血压支付限额

为 800 元，糖尿病支付限额为 1200

元， 同时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支

付限额为 2000元；

3、乙类药品个人先行自付比例

为 10%。

“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实行定

患者、定机构、定保障范围管理，经

办服务管理包括具体申报程序、定

点医疗机构备案等可按各统筹地区

现行的慢性病门诊经办规程执行。

1、定患者。本实施意见保障范围

内的“两病”参保人员经二级及以上

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并由医保经办机

构审核确认后，纳入保障范围，享受

“两病”门诊用药专项待遇。

2、定机构。“两病”参保人员按

照就近、 方便的原则自主选择 1-3

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其享受“两

病” 用药专项待遇的定点医疗机

构， 由医保经办机构在医保信息系

统内进行备案管理。 若参保人因所

选择的医疗机构无治疗所用药品或

其他原因确需变更定点救治机构

的， 需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变更定

点医疗机构手续。 参保人员在非经

备案的医疗机构门诊购药不享受

“两病” 门诊用药专项待遇。

3、定保障范围。“两病”参保人

员在备案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使用

附件所列的降血压或降血糖药品费

用，按“两病” 门诊用药专项待遇规

定予以报销。参保人员使用“两病”

病种以外的药品或诊疗项目的，不

享受“两病” 门诊用药专项待遇。

4、待遇变更审核。经医保经办机

构审核确认符合“两病”保障范围的

参保人员，待遇有效期为当年参保年

度，正常缴费参加次年城乡居民医保

的人员，可不进行年度审核，待遇自

动延续。 因进一步检查、诊疗发现病

情有变化的参保人员应向医保经办

机构提供有关资料，以便重新核定医

保门诊待遇。 ■孙维娜

我省《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出台

减轻“两病”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保障对象：

用药范围：

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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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住建局等七部门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

■延伸阅读

昨日，云岩区在排查行动中，在

贵乌路桥边发现一家名为“大邦地

产” 的中介机构门店内营业执照已

过期， 营业执照的地址与实际经营

地址也不符合。 工作人员勒令该公

司立即停业整改， 并在店内醒目处

张贴“此店已勒令停业整改” 的公

示牌。但一小时后，区住建局工作人

员路过此处却发现， 该公司仍在继

续营业，并用一张广告遮挡了“此

店已勒令停业整改”的公示牌。

11月 4日， 云岩区在排查行动

中，在小十字省府东 1街 15号发现

一家名为“富丰房产”的中介机构，

该中介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也没

有中介机构备案证及中介机构人员

上岗证， 检查组工作人员向对方下

达停业通知，并对其张贴了“此店

已勒令停业整改” 的公示牌。 昨日

工作人员再次路过该店时， 发现该

店仍在营业，并将“此店已责令停

业整改”公示牌扯下清除。

云岩区住建局检查组负责人

表示，大邦地产和富丰房产无视检

查组整改要求， 说一套做一套，行

为性质恶劣，区住建局已经将情况

上报负责此次集中整治行动的贵

阳市住建局等七部门，下一步将联

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对这两家

公司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黔灵山公园熊猫馆升级玩具，

工作人员提醒：

两个时段

最适合看大熊猫

成贵高铁兴文至贵阳段预计今年

底开通。 贵阳高铁工务段成立了成贵

高铁提前介入组，对沿线桥梁隧道、路

基边坡、危岩危石、排水设施、周边环

境、 声屏障基础和板材等进行全面细

致检查，确保成贵高铁如期开通。

桂高 曾秦

这两家中介机构 将被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