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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交R1线盾构机向大杨庄前进
最难施工开始，将下穿京沪高铁高架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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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总站新增班次

齐鲁

13日22时29分，308国道东头800米
附近一辆牌照鲁P82475载食品的大货

车与一辆拉煤炭的大货车发生追尾相

撞，载食品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卡

在车内无法出来。

济南消防梓东中队和

交警。经过不到十分钟的

紧急救援，被困男子于22
时56分被成功救出。获救

后男子身体并没有受伤，

行动自如。记者 李培乐

两大货车相撞
司机被卡驾驶室

农村籍大学生
省内落户将“来去自由”

行业

“五库连通”已补水73万方

我省高校将制定新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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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066期中奖号码为：8、4、
8。下期奖池奖金：6438825元。

排列5第17066期中奖号码为：8、4、
8、8、5。下期奖池奖金：263616467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3月14日
记者从济南市水利局了解到，入春以

来，受降雨偏少影响，济南市地下水位下

降明显，为保障泉群持续

喷涌，自2月22日起，济南

市通过五库连通工程实施

生态补源。目前，工程共向

兴隆、浆水泉、孟家水库、

兴济河和兴隆-土屋、浆水

泉、龙洞等渗漏带补水73
万立方米。记者 王红妮

百态

近日，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开展主题服务

活动，推进优质服务，彻底解决公司存在的影响

优质服务突出问题，并建立健全防范投诉问题

反复多发的长效机制，加深对“优质服务是国家

电网生命线”的认知与认同。 王闽

广饶供电：开展服务活动

国家级康复医学专家
来济义诊

为满足广大市民朋友的健康需

求，国家级康复医学专家、济南医院

康复技术顾问陆廷仁教授将于3月16
日(星期四)至17日(星期五)在济南医

院进行义诊活动。骨科术后康复患

者、颈椎病及颈肩腰腿痛有康复需求

的朋友可以提前预约。

坐诊地点：济南医院七楼康复中

心。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闫真

济莱城际铁路风险分析公示
有意见建议可在10个工作日反馈

大客车冲进青州大集
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14人爱伤

我省将从4月份开始，陆续开展《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培训工作，

并选择部分高校研制实施细则或具体的

学校管理规定，以推动引导其他高校的

学生管理制度建设工作，9月1日以前要

完成新校规制定工作。 记者 董广远

14日下午，济南市旅游协会工作座谈

会召开，会上新成立旅游啄木鸟分会、曲山

艺海分会、传统手工艺人分会、公共艺术分

会、中老年旅游休闲产业分会5个分会。至

此，市旅游协会分会已达9个。

记者 张淑芬

济南市旅游协会新增5个分会

济南气温一路猛升
春天这回真来了

记者从济南市气象台了解到，从15
日开始，济南将告别“倒春寒”，一直到22
日最低气温都将在8℃以上，这也意味

着，济南温暖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记者从济南市气象台了解到，从15
日开始到22日，济南气温将一路攀高，不

仅最高气温一天高过一天，最低气温也

将随之猛涨，从14日的1℃升至15日的

8℃，之后仍是一路飙升。这也意味着“倒

春寒”彻底结束。

记者 张鹏 孙晋国

继第一次环评公示后，新建济南至莱芜城际铁路项目

又通过济南市政府网，进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公众参与信

息公示。对方案的技术经济性、征地拆迁及补偿、交通出行

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

可在10个工作日中反馈。

公众可通过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咨询单位反映对

本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咨询机构联系方式：山东衡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

址：莱芜市莱城区龙潭西大街008号，联系人：张工，电话：

0634-6968299，传真：0634-8287666，邮箱：lwh t zx@
163 .com。 记者 杨璐

河口供电:加强党务管理
为推动党务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多出新

意，多出亮点，近日，国网东营市河口区供电公

司组织召开“优化载体?精益管理，聚焦‘三个突

出、三个更好’”党务工作推进会，引导员工将

党务工作融入中心工作，启动“顶层设计、模板

化推进”模式加强党务管理。 刘艳婷

将对5起环境案件完成索赔
去年9月，因涉嫌污染环境罪，来自

济南章丘区的17名被告及两家化工公司

被提起公诉，“10·21”重大非法倾倒危险

废物事件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该案也成

为我省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试点典型案例，预计2017年将完成5例典

型案例的赔偿与修复。 记者 张鹏

为提高女职工保健意识，3月6日，国网

广饶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女职工健康知识讲

座。此次讲座邀请了“中国女性生殖健康服

务工程”专题讲座团队、三八妇乐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中国女性生殖健康讲师路志燕老

师给大家授课。 王闽 宋丽丽

广饶供电举办健康讲座

“此次民主测评的启动对公司下步工

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国网东营市东营

区供电公司总经理仉文海说道。3月1日，为

加强基层供电所长队伍建设，促进供电所

民主管理水平提升，该公司启动了供电所

民主测评工作。 薛月月

东营区供电开展测评

3月13日21:16，济南轨道交通R1线地下段土建一标盾

构机“攻坚一号”成功始发，比预计时间提前4天。据悉，这

是目前R1线全线第5台盾构机，第6台全线最后一台盾构机

也将于近期自中间风井始发。

“攻坚一号”是王府庄站至大杨庄站区间中间风井的左

线盾构机，沿党杨路向北到达大杨庄站。盾构机需穿越富水

溶洞发育中风化灰岩地层，沿线需下穿或侧穿京台高速公

路、京沪高铁高架桥、西客站回迁安置房、陡沟桥、腊山河等

风险源，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据悉，这是目前R1线全线第5台盾构机，第6台全线最

后一台盾构机也将于近期自中间风井始发。 记者 杨璐

据《青岛日报》报道，日前，青大附院

神经内分泌儿科，收治一误食纽扣电池

的男童。在全麻下，医生为患儿气管插管

后进行胃镜检查，发现患儿胃、食道均有

腐蚀糜烂痕迹。在胃内大量食物残留的

情况下，经艰难查找，终于寻找到电池，

电池取出时已被大量胃酸腐蚀成黑色。

男童误吞纽扣电池
取出时已腐蚀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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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鲁壹点报道，3月14日上午9时许，青州市邵庄镇

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客车冲到文登社区西郭庄村

路边摆摊群众中，共有受伤群众23名，其中4名入院途中死

亡，5名危重伤者送往医院抢救。

14日晚7点50分，据@青州发布官方消息，截至目前，青

州市“3·14”道路交通事故中的5名危重伤者经全力抢救无

效死亡，其余14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事

故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此前通报，青州市邵庄镇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初

步调查，系驾驶员操作失控所致已排除其他人为因素，事

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4日，山东省环保厅对社会通报今年

一二月份全省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在2月
份的气质榜单中，济南“蓝繁”天数为15
天。整体来说，济南气质同比好转不少，细

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指标均

同比好转，重污染天数为1天。记者 张鹏

济南上月重污染天气仅1天

“保护校验时，一定要按照班组作业

卡、工序质量控制卡上的内容逐项执行。”3
月6日，在110千伏烟墩山站施工现场，牟平

供电公司安全督察队员正在检查现场安全

组织措施与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的场景。

进入3月以来，牟平供电公司狠抓施工

现场安全，绝不放过一处施工现场的检查，

绝不放过一例违章，绝不放过施工现场每

个环节。同时该公司实行现场整改制，发现

一起违章，严格处罚，并将违章情况进行通

报，以此确保公司各类现场安全施工。

国网烟台牟平供电公司
安全督察护航电网安全

为有效遏制外破和高压用户原因引起的设

备跳闸，3月3日，国网东营区供电公司胜利供

电所率先成立防外破“攻坚小组”，在辖区内开

展隐患查改工作，各基层供电所陆续商讨防外

破隐患查改方案，力保“一所一方案”，加强输配

电线路安全隐患管理。 薛月月

东营区供电：组织隐患查改

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大力推动创新工作室

建设，按照“创新+实训”模式，充分调动员工主

动性和创造性。2016年信通运检创新工作室被

省公司授予“优秀创新工作室”称号，“断路器合

分闸自动检测报警保护装置”获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8项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宋丽丽

广饶供电：注重创新创效

今天停暖气 夜里得保暖

3月15日就是济南集中供暖停暖的日

子了。记者从供热部门了解到，由于近期

省城春意盎然，气温回暖，意味着2016-
2017采暖季已逐步进入停暖期。

济南热力集团工作人员表示，逐步

停暖后，为了有效延长用户室内供热设

施的使用寿命，公司将对供热设施采取

满水保养，请用户不要将暖气片和管道

中的水放掉。

乍一停暖，居民会有所不适。为防止

感冒，居民在家应该适当添加衣服，尤其

是夜晚寒气大，应该加盖被子保暖。

记者 王僖

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任山东管理学院院长

14日，记者从山东管理学院官网获悉，

根据省委组织部安排，3月10日上午，该校

在长清校区科研办公楼666会议室召开中

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学校领导

班子调整的决定,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邹

广德同志任山东管理学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 记者 董广远

14日，“2017第12届中国(济南)太阳能

利用大会暨展览会”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大会展出的太阳能烧烤炉20分钟烤

制香肠吸引人群围观。以后去户外烧烤，

不用再带烧烤炉了。 记者 杨璐

第12届太阳能展济南开幕

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济南长途

汽车总站新增灵岩寺班线，并设崮

山、张夏、青杨、万德、灵岩寺过路站

点，发车时间为9:00，返程时间为15:
30。与此同时，总站还将部分热点线

路时间进行调整。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山东户籍制度改革，再次迈出重要

一步。14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

意见》(鲁办发〔2016〕50号)，明确提出针

对农村籍大学生，探索省内来去自由的

落户政策。

此次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针对农村

籍大学生，对省内高校录取的农村籍大

学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至高校

所在地；毕业后可根据本人实际，将户口

迁回原籍地或迁入就(创)业地。

实施意见又再次“催促”济青降低落

户门槛，要求“济南、青岛市要加快取消

市区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等落户限制，进

一步放宽落户条件”。 记者 杨璐

成品油价格下调
14日，记者从山东省物价局获

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

信息，自2017年3月14日24时起，我省

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每吨均

降低85元。调整后，92号汽油最高零

售价格6 . 44元/升，95号汽油6 . 91元/
升，0号柴油6 . 05元/升。记者 王健

天桥半小时内就逮住
两辆违法渣土车

13日晚9点，天桥区近10名执法队员

在济泺路与二环北路交会处，对过往渣

土车进行突击检查。半小时内，两辆渣

土车因违法被暂扣《建筑渣土运输车辆

准运临时通行证》，等待后续处理。

记者 高玉龙 实习生 许倩

济南首家智慧养老机构启用
14日记者获悉，济南市首家采取智慧养

老加医养结合模式的民办老年服务机

构——— 济南圣松老年公寓在市中区建成并

启用。该老年公寓占地2800平方米，首批入住

床位达120余张。该老年公寓是集长期养老、

医疗护理、医养结合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机

构。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雪 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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