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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
了 7月份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此
次抽检涉及抽检对象为流通环节
食用农产品 206批次、网络环节
食用农产品 81批次食品。
其中，
206批次流通 环 节食
用农产品食品样品，覆盖厦门 6
个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以及超市便利店等，其中思明
区 39批、湖里区 48批、海沧区
27批、集美区 20批、同安区 41
批、翔安区 31批。206批次农产
品共检出不合格 13批次。此外，
网络环节食用农产品 81批次全
部合格。
据悉，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
不合格食品，经营单位所在的各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相关经
营单位立即采取下架、召回等措
施，并依法予以查处。涉嫌犯罪
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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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 职工 申请 工 伤医 疗费
用核销仅需 8个工作日，比
原来的办理时间减少了 30
天左右。8月份起，
市人社局
进一 步简 化工 伤 医疗 费用
核销程序，取消了部分工伤
医疗费用核销前置环节。
与原规定相比，此次有
了两大新变化。一个是取消
了工 伤医 疗费 用 核销 与停
工留薪期挂钩制度，废止原
“停工留薪期满日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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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双节
叠加”，连放8天假，时间充裕，令
许多市民有了到更远的地方走走
的想法。不过，
如果你想在这个假
期出境旅行，
那得赶紧出手了。记
者昨日从厦门各旅行社获悉，今
年国庆期间，市民报名出游的热
情空前高涨，报名时间较往年大
幅提前，不少热门线路已经被一
抢而空，
一些线路只有少数席位。
“两节叠加可连休8天，比往
年多玩一天。”市民张女士为此给

作为 经办 机构 核 销医 疗费
的截止日期” 的有关规定，
即工伤 职工 在 劳动 能力 鉴
定结 论作 出 之日 前的 工 伤
医疗费用，可以直接向社保
经办机构申请核销。另一个
是工 伤职 工工 伤 治疗 终结
后需要取内固定的，无须再
经市 劳动 能 力鉴 定委 员 会
确认停工留薪期，即可直接
申请 取 内固 定工 伤 医疗 费
!<)$%&%=
用核销。

全家人报了“日本8日游”，
她觉得
多一天能让行程更加自在一些。
厦门多家旅行社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热门旅游线路已经基本
被预订满了，少数线路还有个位
数的名额，而大部分线路国庆节
当天出发的名额基本没有了。
携程旅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人们在国庆出境游上人
均费用预计超过8000元。从报名
人数最多的前15大热门线路的
人均价格看，价格从低到高依次
是：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泰
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日本、

俄罗斯、
阿联酋等。
“国庆节期间出游人群以家
庭游居多，
半自助方式是主流。而
且，
游客更愿意在酒店、国际大交
通、
保险等服务上支付更多费用，
以提高出游体验。”携程旅行网
有关人士称。
建发国旅工作人员柯女士告
诉记者，国庆期间旅游线路的价
格和往年相比差不多，但比平时
高，主要是因为酒店和机票价格
较高。记者了解到，和淡季相比，
一些热门旅游线路的报价涨幅多
数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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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保中心近期开辟“绿色
通道”，对行动不便、无法到
鉴定现场的鉴定对象，提供
人性化服务，上门开展劳动
能力鉴定工作。行动不便者
家属或用人单位可持相关材

料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A
厅25-26窗口，提出上门鉴
定申请。市社保中心在核实
相关材料后，
对符合条件者，
安排鉴定专家组进行上门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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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获悉，
本月起，
所有在市行
政服务中心 B23人防窗口办
结的批文、
许可证书等，都可
以实施免费快递送达服务。
据了解，以往常人防窗
口会存在一些批文、许可证
书长期未领取的现象，窗口

需要电话通知办事人领取，
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无
形中拖延了办件时间。采用
快递投递业务后，办事人员
只需提供邮寄地址和联系方
式，
便可坐等收件。同时，市
人防办还承担了邮寄批文的
邮费，
减少办事企业、群众的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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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音乐、玩转创意周边、感受品
质住宅……国庆来阳光城翡丽海
岸沙滩吧！昨日，记者了解到，由
麦爱 文 化 主 办 的 I
NTRO2017电
子音乐节厦门站，
将于10月1日-2
日在厦门同安环东海域阳光城翡
丽海岸沙滩举办，两天的音乐派
对热辣来袭，
万人狂欢等你来嗨！
I
NTRO作 为 中 国 首 个 大 型
户外电子音乐节，从I
NTRO2009
的首次亮相，到I
NTRO2011的两
日万人齐舞，
2013移师首钢，再到
I
NTRO2015—2017连 续 三 年 登

陆天下第一城，I
NTRO电子音乐
节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纯粹的电
音先锋特质，打造专属的I
NTRO
户外音乐节品牌，在当代中国呈
现着最先锋的电颤文化景观，已
经成为国内历史最长、最具影响
力的电音盛事。
记者了解到，阳光城翡丽海
岸是2017厦 门I
NTRO电 音 节首
席合作伙伴，有着全球高净值人
士居住风潮——
—大平层，阳光城
翡丽海岸2#楼270 海景大平层
全城热销中，
270 海景大平层，
敬献少数，驾驭阶层理想，创著都

会生活格局，启幕湾海大平层时
代。
据介绍，
I
NTRO登陆阳光城
翡丽海岸沙滩，意味着I
NTRO首
次登陆厦门这个海滨城市，也是
I
NTRO第一次现身海边沙滩，与
大海一起舞动，将让更多生活在
厦门以及全世界的人爱上电音，
爱上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海岸
美景与迷绚电子音乐组合，必将
掀起一场难忘的湾海音乐浪潮，
如今这场精彩的音乐之旅即将启
程，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视觉和
听觉的电音盛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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