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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东部采暖费可网上缴纳
目前只对济南热力用户开放

济南公交拟开通10条公交线路

Zhaoling招领

张杉来领你的身份证

□通讯员 付志刚 记者 鲁强

K93路车驾驶员李静在车后排座位
下面发现了一个粉色钱包。钱包内有身
份证(姓名张杉)，现金400余元，农业银
行存折、银行卡及各类重要证件等。

K93路车驾驶员江彦慧捡到一个黑
色的手提袋，内有一套儿童摄影相册(大
中小三本)，以及一件儿童外套。

K93路驾驶员闫先伟在车内捡到一
副老年人专业用太极柔力球运动装具，
上面贴有标签写着“李松”两个字。

希望失主及时与车队取得联系，联
系电话：88629176。

□本记

9月21日下午，中建八局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举行了建局30周年职工文艺汇
演大会。会上表彰了建局30年来全局涌现
的30名功勋员工和30名青年才俊。他们中
既有八局事业的开创者、领军者，也有来
自各条战线上的骨干精英和希望之星。

30年来，中建八局始终以山东作为
企业发展的根据地，自觉履行“富民兴
鲁”的社会责任，不仅在山东工业、商业、
通讯、金融、交通以及文教卫生、基础设
施、各种民用建筑等领域承建了一大批重
点工程、地标性建筑，还在山东省援藏工
程建设、对口支援四川地震灾区建设中发
挥了国有企业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建八局建局30周年

职工文艺汇演举行

J iankang

□据新华社

医学专家提醒，秋季是婴幼儿腹泻
的高发季节，故称之为秋季腹泻。感染后
患儿症状最初类似于感冒，一两天后出
现腹泻，一天少则数次多则十几次。秋季
腹泻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服用抗生素
有害无益。

专家提示：频繁腹泻和呕吐，患儿很
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脱水现象，严重者
可出现电解质紊乱，更甚者还可合并脑
炎、肠出血、肠套叠或心肌炎而危及生
命。在秋季要注意饮食卫生，少吃生冷食
物，保持个人卫生，在室内时尽量避免长
时间开空调，要多开窗通风。

婴幼儿腹泻感冒高发

obao

健康

□记者 梁开文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从济南热
力有限公司获悉，除柜面、网银和自助
终端缴费外，济南热力用户也可通过山
东省公共缴费平台网上缴费。用户持平
台缴费回执单和身份证到营业厅可换
取发票，此平台暂未向济南热电用户开
放。

市 民 登 录 山 东 省 公 共 缴 费 平 台
(http：//www.elifepay.com.cn)，可以看到
页面上有一个“暖气费”的链接，点击进入
后，三步即可完成整个缴费过程。用户除
自行缴费外，只要有他人的缴费信息卡
号，也可为济南本地的其他亲朋好友代缴
采暖费用。

用户填写完个人信息后，可查询到详
细的用户信息。工作人员提醒需要发票的
用户，应在缴费之日起6个月内，持平台缴
费回执单和身份证到营业厅柜面换取。

工作人员提醒说，由于不确定实际缴
费天数，新开户用户需集体缴费，供暖第
二年可通过此平台缴费；低保用户需先到
柜台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通过该平台进
行缴费。

据介绍，主要负责东部供暖的济南热
力有限公司缴费日期截至10月31日，负责
西部供暖的济南热电有限公司缴费日期
截至11月15日正式供暖前。市民如有缴费
疑问，可咨询两家热企的服务热线。济南
热力客服热线：88812319；济南热电客服
热线：67812319。

□通讯员 赵东云 记者 鲁强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21日，记者从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获悉，济南公交推出10条

公交线路，方案现在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
见。市民如果有好的建议，可向济南公交热
线96190、济南公交网“公交在线”栏目提出。
今年拟开通的10条公交线见下表。

在济南开网店可用住宅登记
□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从济南政府
网获悉，为简化网络商品交易市场准入门
槛，济南市工商局近日出台规定，没有实
体店铺的网店经营者在办理工商登记时，
可直接以家庭住宅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
并且不再需要居委盖章同意变更房屋用
途。

规定为小微电商提供了优惠政策。根
据规定，在济南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
的电子商务公司的创业者，可享受两年期

“零首付”的创业政策，如果在三个月内难
以缴足首期注册资本，可在两年内与后期
出资一并缴足。对于没有实体店铺(含仓

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在办理工商登记
时，济南工商规定，可以将已取得产权或
使用权的住宅直接作为经营场所，同时不
需要提交业主委员会或村(居)民委员会
出具的同意改变房屋用途的证明文件，避
免了申请半年居委会不给盖章的情况出
现。

同时，针对网店经营商品种类多、部
分网上经营者同时经营实体店铺的情况，
济南工商部门还明确规定，本市网上经营
者既可以灵活核定“利用互联网销售××
或提供××服务”等能体现其行业和经营
特点的经营范围，也可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的大类申请一般经营项目，预留
未来发展空间。

Hudong 互动

如遇小雨换物节

转为平面换物
□记者 王丽

应读者要求，本报举办的公益活动
换物节将邀请本报读者于本周日(9月22
日)上午来全福立交桥东南角广场秀宝。
如遇雷雨天气，换物节自动转为平面换
物，读者可通过本报3个换物群参加网络
换物，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参与活动，
本报电子邮箱：shrbrxb@sina.com。

播报

□记者 鲁强 通讯员 毕磊

济南公交二分公司于9月22日举办
“市民开放日”活动，欢迎广大热心市民
乘客前来体验。

“市民开放日”当天，公交二分公司
将邀请广大市民走进66路公交场站参观
新能源公交车辆，了解最新公交车辆装
备情况和专业知识；参观公交驾驶员休
息室等，参与驾驶员运行，体验驾驶员平
凡辛苦的工作生活情况；参观公司智能
调度中心等。

活动时间：9月22日(本周日)上午9：
00-16：00；活动地点：市中区舜耕路50
号 6 6路终点站院内；报名咨询电话：
82732696。

来参加公交市民开放日

序号 起点 终点 长度（km）途经主要路段 途经主要节点

1 孙村新区 孙村新区 12 . 6 孙村街道、规划路、世纪大道、春晖
路、科航路、春博路

孙村街道、规划路、
世纪大道、春晖路、
科航路、春博路

2 黄岗 泉城花园 3 . 6 黄岗路、济齐路、幸福街、二环西路
黄岗、匡山小区、交

通学院和居住小区

3 全福立交桥 标山 9 . 3
二环东路、滨河南路、标山路、标山
南路、济泺路、标山北路

动物园、全福立交
桥、标山

4 高新车场 凤岐路南口 5 . 7 凤凰路、飞跃大道、凤岐路
高新区、凤岐路、经

十路

5 领秀城西门 领秀城西门 9 . 5 舜耕路、八里洼路、英雄山路、望岳路
重汽技术中心、东
八里洼、十六里河

6 高新车场 会展中心 21 . 5

凤凰路、经十东路、浆水泉路、荆山路、
二环东路、旅游路、历阳大街、舜耕路，
然后单向沿经十一路向东、千佛山西
路向南、千佛山南路向西至舜耕路向
南恢复原线。

会展中心、千佛山、
奥体中心、高新区

7 高新区 王舍人 8 . 8 工业北路、工业南路、凤凰路
高新区、邓家、殷
陈、王舍人镇

8 公交姚家车场 盛福 4 . 8 解放东路、奥体西路、康虹路、奥体中路
盛福、丁家庄、公交
姚家车场

9 腊山立交桥 王府庄南 7 . 9 二环西路、刘长山路延长线
腊山立交桥、绿地
国际花都、王府庄

10 姚家庄 下井庄 4 . 2
解放东路、浆水泉路、经十路，然后单
向沿洪山路向南、旅游路向东、转山
西路向北至经十路向西恢复原线。

姚家庄、武警医院、
山东博物馆

过劳高知人群易患老年痴呆

□据新华社

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医生表示，近年来发现，很多高知

人群用脑过度和不用脑都容易患老年
痴呆。比较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的高知人
群普遍具有用脑过度、身心劳累、日夜
赶工等特征。

医生表示，相比而言，高知人群老
年痴呆症发病率较低，但发病更具隐蔽
性。针对高知人群的老年痴呆症状，应当
与过去自身情况相比较作为诊断依据。

□据新华社

微软最新发布的安全公告称，IE浏览
器存在一个高危漏洞，并已遭到黑客攻击。
据了解，目前，微软尚未推出正式补丁修复
该漏洞。

微软安全公告显示，这个高危漏洞名
为IE“中秋节漏洞”，可导致电脑被黑客远
程控制。该漏洞影响所有Windows系统所
有版本IE浏览器，有安全研究人员表示，
此漏洞为今年发现的威胁级别最高、影响
用户数量最多的漏洞，甚至可能成为2013
年度第一漏洞。

专家建议，上网时注意开启专业安全
软件的实时防护，以免重要账号和文件被
木马窃取。

IE浏览器现高危漏洞

Tixing 提醒

25日可咨询旅游问题

□记者 李明

25日上午10：00—11：00，济南市旅
游局副局长方连庆带领相关处室负
责人做客《政务访谈》栏目，就《旅游
法》实施、乡村旅游发展、旅游节庆活
动、文明旅游、旅游市场整顿等话题
与网友在线互动交流。如果您有啥旅
游方面的疑问，可以登录济南政府网
参与。

Gonggao公告

21日下午，济南下起一场急雨。泺源大街上，
假期期间依然在劳作的工人们一边避雨，一边进
行短暂的休息。雨停后，他们又去施工了。

记者 王媛 摄

体彩开奖公告

排列3第13257期中奖号码为：6、2、
7。

排列5第13257期中奖号码为：6、2、
7、6、2。一等奖中出55注，每注奖金10万
元。

大乐透第13110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7、16、18、32、33，后区：02、07。一等奖中
出2注，每注奖金9，388，735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09月21日

制表/鲁强

雨停了 还得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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