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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政务平台年底建成
群众办事凭身份证“一号”通行

1日下午，济南市政府召开市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会

议，会议提出，市级政务服务平台今年年底前按期建成使用，并

实现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政务服务平台建成后将实现办事群

众“一号”(居民身份证号)通行，解决群众办事“奇葩证明”难题。

济南市将依托市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市级政务服务网，整

合全市政务服务网上入口，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在线服务。政务

服务网三大服务对象分别是市民及来访者、企业及投资者、政

府及公务员。此外，将同步建设移动政务APP(泉城政务通)、触
摸屏和微信市级政务服务平台(泉城政务)。 记者 杨璐

最低工资 山东排第七
全国7省份已调整最低工资

2016年山东省最低工资标准从6月1日起正式执行，

调整后的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1710元、1550
元、139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17 . 1元、15 . 5元、13 . 9元。据悉，目前全国已经有7个省份

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山东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七。

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前两档。其中，历下、市中、槐

荫、天桥、历城，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7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为17 . 1元；长清、章丘、平阴、济阳、商河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55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5 . 5元。 记者 王红妮

16种保健品抽检不合格
假产品中检出有害物质

据齐鲁壹点报道，6月1日省食药监局公布了对保健品

的抽检结果，共抽检251批次样品，其中不合格产品16批次。

不合格产品涉及问题为镁、铁、胡萝卜素等成分不

达标。还有三批次不合格产品被鉴定为涉嫌假冒，分别是：

东营河口区德盛街鑫康药店售出的，由陕西大志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秦歧牌枣仁天麻胶囊以及福建省神六保健品公司

生产的健辰恒佳盾顶牌螺旋藻片涉嫌假冒。另外，沂源县南

麻红太阳药店售出的，由广州丽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明福牌清赘胶囊，检出禁止添加物酚酞，涉嫌假冒。

百态

莱芜张家洼铁矿被困矿工获救

据“莱芜发布”消息，经过66个小时

的全力救援，6月1日早晨5：50，莱芜张家

洼铁矿冒顶事故救援通道顺利打通，5名
被困矿工成功救出。经医院初步检查，5
名矿工神志清醒，生命体征稳定。

5月29日上午，鲁中矿业有限公司张

家洼铁矿-221m水平81矿块发生冒顶事

故，导致5名当班人员在安全巡查中被困

井下。

预告 活动

妈妈给我戴上红领巾

6月1日，去年开始招生的育秀中学

小学部举行首次入队仪式，380名一年级

小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学校专门

请来学生家长为自己的孩子佩戴红领

巾，让他们记住这一特殊时刻。

记者 王僖 摄影报道

播报

六一宝宝扎推出生
济南一天生了近200个

据济南电视台都市新女报报道，六一

儿童节新生儿扎堆报到，6月1日一天济南

生了近200个，有市民表示，预产期正赶上

这几天，特意选择六一这天剖宫产，孩子生

日和儿童节一起过，感到特别有意义。

除了儿童节的因素，二孩也是很重要

的因素，截至当天下午2点，省千佛山医院

已经出生了10个孩子，其中二胎占了5个，

预计该院全天分娩20多个孩子；济南市妇

幼保健院全天预计分娩孩子达到50个，而

去年该院这天是出生了36个孩子。

齐鲁

集山东省话剧院最优秀创作力量打

造的一部新剧《家事》6月1日开始建组排

演。这是省话剧院为建党95周年精心创

作的话剧作品。该剧讲述的是以两弹一

星老兵洪老爷子为代表的一家三代共产

党人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无私奉献的

故事。该剧将于7月1日登陆济南历山剧

院。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王丹丹

采摘

长清张夏的玉杏熟了，万亩玉杏基

地分布在纸坊、焦台、桃园等近20个村。

市民在杏园采摘，每斤价格2至3元。游客

可去长途汽车站或市立五院乘济南至泰

安客车，经104国道至张夏镇莲台山路口

下车，搭车到万亩杏园采摘；自驾车游客

经104国道至张夏镇莲台山路口，然后按

沿途指示即到玉杏采摘园。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李娜 史燕

张夏万亩玉杏熟了 去摘吧

精品话剧《家事》7月1日上演

疑似与人产生矛盾
一孕妇喝下安定和农药

据济南电视台都市新女报报道，5月31
日下午，一名怀有1个月左右身孕的女士因

中毒被送往省千佛山医院。医生介绍，该女

士姓皮，先是喝了用酒精兑的安定，然后又

喝了农药。皮女士的家属说，她是接到电话

从菏泽老家赶来的，皮女士一个人在济南

居住，到底为什么喝的药，自己也搞不清

楚，可能与别人产生了矛盾。皮女士还没度

过危险期，可能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目

前，民警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淄博市民油烟机中发现猫头鹰

据大众网报道，日前，淄博市淄川区

林业局接到市民孙先生的电话，称清洗

油烟机时发现两只猫头鹰，寻求鉴定救

助。淄川区林业局森保站工作人员立即

赶到，经鉴定两只鸟类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鸱鸮，其中一只翅膀受伤

有血痕，部分羽毛脱落。工作人员立即将

受伤鸟类送往救助合作单位，待其完全

恢复后将放回大自然。

老太患罕见怪病 腹部似孕妇

据鲁网报道，临沂市费县费城街道

东胡家村村民李桂春，十多年前患上了

一种罕见的怪病，她的腹部一天天变大，

这种病在外人看来，像极了怀孕的产妇。

60岁的李桂春告诉记者，她曾多次去医

院看过，B超做过三次，但医生始终无法

判断得的是什么病，也无从医治。

男子盗窃“三进宫”
只为向岳母证明自己有多牛

据齐鲁壹点报道，曾犯盗窃罪和敲诈

勒索罪，先后服刑九年和四年的章丘男子

高某，出狱后又因盗窃铲车被抓获，其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向其岳母和连襟证明他的

“实力”。日前，章丘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

了审理，以盗窃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一年

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司机疑猝死 面包车失控撞3车

据齐鲁网报道，5月31日18时11分左

右，在泰安市创业大街凤台村路口，一辆

面包车突然失控连撞两辆电动车、一辆

三轮车，致电动车、三轮车驾乘人员6人
受伤，面包车驾驶员当场死亡。

经初步调查，伤者中四人受轻微

伤，两人伤势较重，面包车驾驶

员疑为驾车中突发疾病猝死。交

警部门正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进

一步调查。

两大货追尾 一司机被困
6月1日凌晨，柳埠镇长城岭村发生一起

两辆大货车追尾事故，其中后车驾驶室已变

形，司机被挤在驾驶室。济南消防领秀城中队

接到指令后赶到现场，

利用液压扩张钳、撬棍

等救援破拆工具，对驾

驶室进行破拆，最终成

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记者 李培乐

仨假警察专查嫖娼
临沂男子被“罚”五千

据《沂蒙晚报》报道，临沂男子李某

在临沂河东区一按摩店嫖娼后，遭遇三

名“警察”查处，李某担心嫖娼的事情败

露，就乖乖地交了5000元“罚款”。李某

发现上当后，一个多月后才“羞羞答答”

报案。民警经过侦查，近日将这个犯罪团

伙中的一人抓获。民警介绍，嫌犯发现夜

晚时分有人进入洗头房，就萌生了发财之

道，买来假警服还伪造了警察证，以扫黄

为由对涉嫌嫖娼的男子实施诈骗。

省实验小学举办首届创客节
6月1日，山东省实验小学精心策划

了主题为“科技‘匠’心趣无限，创意‘妙’

会乐成长”的首届创客节，让孩子们在创

造中收获成长的快乐。在无所不能的创

客天地，看平面图形转眼间立在眼前，机

器人在眼前跳起了助兴的舞蹈。围观的

孩子们无不瞪大眼睛，沉浸在科技创造

的魅力中。 通讯员 王莹 孙文静

R1线首片U形梁成功起吊
6月1日上午，济南轨交R1线首片预制

U形梁在试验段最北段开始吊装，标志着

R1线试验段开启空中“铺路”过程。据了解，

试验段共5.27公里，共需吊装324片U形梁。

随着地上段高架U形梁架设，市民很快就

能看到轨交地上段的雏形。 记者 杨璐

无人机航拍监控秸秆禁烧
近日，济南市召开夏季秸秆禁烧工

作会议，要求创新监管模式，试行人防技

防相结合监管模式，探索利用无人机航

拍、地理信息、计算机技术等手段监测焚

烧秸秆情况，形成面线结合“以面为主”

的立体监管模式。 记者 赵冉

财政支持8家科技馆免费开放
近日，山东省获得中央下达2016年

科技馆免费开放试点经费3222万元，在

去年支持省科学技术宣传馆、东营市科

技馆、潍坊市科技馆、济宁市科技馆、临

沂市科技馆、威海市科学技术馆等6家
科技馆免费开放基础上，今年新增支持

泰安市科技馆和曹县科技馆免费开放。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严文达 范淑彬

营改增后首个申报期
济南入库税款441万

山东迎来营改增全面扩围后首个申

报期。截至6月1日，济南市营改增试点纳税

人共申报499户，缴纳入库税款441万元。

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方面，纳税信用

等级A级、B级和本次新纳入营改增范围

的纳税人，可以不再进行扫描认证，登录

我省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查询、选择用

于申报抵扣或者出口退税的增值税发票

信息，未查询到对应发票信息的，仍可进

行扫描认证。 记者 段婷婷

天桥区加强儿童用品市场监管

大学生赴日本就业
月起薪25万至30万日元

1日，记者从济南市大学生海外就业

工程直通日本项目发布会了解到，山东交

通学院今年将联合山东国立公司等单位，

为日本企业订单式培养大学生。发布会现

场发布了30余个工作岗位，可为600余名大

学生提供赴日就业工作机会。岗位涉及电

子商务、工程技术等多个专业，第一年的月

平均起薪一般为25万到30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1.5万至1.8万元。 记者 段婷婷

济南市少儿书画作品展举办
6月1日至15日，济南市第四届少儿

书画作品展暨尼山书院书法教学成果汇

报展在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展厅举

办。本次书画展吸引了2000余名中小学生

参加。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王丹丹

近日，天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巡

查监管、质量监测、行政指导、消费维权，

加强儿童用品市场监管。其中，在对儿童

用品市场的巡查监管中，共抽查经营主体

45户次，查处10个销售不合格和假冒伪劣

儿童玩具。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侯芝坤

出行

因领秀城小区内9号路东段封闭施工，

自6月3日起，济南公交43路、66路、506路公

交线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同时9号路西

段施工结束，济南公交39路公交线恢复原

线运行。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43路66路506路临时调线

5月30日深夜，在历城区华龙路与二环东

路交叉口附近，一醉酒男子躺在快车道上昏

迷不醒。市民孙先生驾车经过时发现这一情

况，因担心醉酒男子被过往车辆误轧伤，便及

时报警。民警赶来，联系急救中心将其送到附

近医院，目前该男子已脱险。 记者 张淑芬

男子深夜躺快车道险象环生

女子单位院内砸车后躺地睡觉

据济南电视台都市新女报报道，5月31
日中午，一名女子闯进经十一路一单位的

院内见车就砸，砸完之后还躺在地上睡起

了大觉，无论周围人怎么劝说，该女子就是

不起来，还说“想睡觉，已经11天没睡觉

了。”市民杨女士发现后报警，民警赶来后，

该女子也不配合，闹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才

由民警带离了现场。

5月济南房价涨至一年来最高
据《山东商报》报道，5月百城房价显

示，济南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达到8724元/
平米!连续涨了4个月之后，已经达到1年来

的最高点。据统计，历史上济南新房均价

最高时是2014年5月，达到8877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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