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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

男子耍流氓
情急下跑进警队厕所

据鲁网报道，4月18日20时许，一男

一女在淄博乘警队的院里吵吵不停，男

子还拿了一条铁棍。值班民警陈晓便上

前问个究竟，两人很气愤地说，有人耍流

氓后跑进了你们单位，得

知这一情况陈晓立刻到

楼内查找，当查找到一楼

厕所附近时，见一男青年

慌慌张张，便上前将其抓

获。目前，该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

民权大街集市下月8日取缔
沿街违建也将限期拆除

继东八大集全面取缔后，位于民权大街和建国小经六

路上的占道经营集市，也将在5月8日全面取缔。记者了解

到，集市取缔之后，沿街违法建设也将限期拆除。

得知民权大街和建国小经六路占道经营集市即将要取

缔的消息，家住民权大街某小区的一居民高兴得不得了。市

中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以及应当地居民的要求，决定对现

有民权大街和建国小经六路所有违规占道经营的业户，自5
月8日起一律予以取缔。市中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集市取消之后，沿街的违章建筑也将会一并拆除。

记者 高玉龙 实习生 许倩

男子买方便面顺走店主手机

昨日，一男子到超市里买方便面，看

到收银柜台上放着一部苹果手机，于是

趁人不备顺到自己的口袋里，随后离开。

男子本以为无人知晓，没想到这一幕都

被监控录像拍了下来，6小时后男子被民

警顺线追踪抓获。据民警介绍，该男子姓

张，今年59岁。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记者 李震

19日，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年初，省国资委出

台了《关于省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发挥中小股东作用的指导意见》。截至3月
底，58户试点企业全部

制定改革方案，12户已

基本完成。今年，山东

省国资委将筛选5-10
户企业开展员工持股

试点。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开妍

我省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行业

19日下午，记者从济南高新区获

悉，济南首个国际级开放式时尚商务生

活街区——— 汉峪金谷·峪悦里，将于5月
19日开门纳客。作为汉峪金谷420万平国

际金融城的重要组成业态，汉峪金谷·峪

悦里经营面积逾12万平方，集休闲、娱

乐、购物、时尚、餐饮等多元主题业态于

一体，将商务和生活需求紧密结合，填补

济南无集中型多元化商务生活消费场的

空白，打造未来济南金融商业中心。

记者 李明

济南迎来首个国际级
时尚商务生活街区

据新锐大众报道，自去年7月1日起，

山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办税事项“跨区

域、跨部门”省内通办，打造了“纵横交

互、全域贯通”的全新服务模式，即：纳税

人不受部门、地域限制，可以选择全省任

一国税、地税通办办税服务厅，办理国地

税涉税事项。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76个
办税服务厅实现了涉税事项全省通办，

惠及206万户纳税人，累计办理全省通办

业务300余万笔。

我省实现涉税事项通办

电焊火星引火灾
男子被拘留15天

交通

因西泺河路道路施工范围扩大，

已不具备公交车安全通行条件，济南

公交82路公交线将于4月21日起临时调

整部分运行路段。82路临时调整后沿小

清河南路向东、西泺河东路向南、水屯

北路向东、水屯路向南、北园大街向西

至生产路向南恢复原线，临时增设水园

新区、水屯庄、水屯小区、阳光小区、北

园大街北关北路站点，临时撤销柳云

村、柳云小区、清河村北、生产路北园大

街站点。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82路公交线临时调整

智能停车点落户济南
为加强引导“文明停车、绿色出

行”，本月将有上百个“摩拜智能推荐停

车点”率先在全国8个城市落户，其中济

南将有40块智能停车点。据悉，摩拜单车

将在济南的大型开放住宅小区和商业

区进行推广试点，初步选定在燕山小区

住宅区和宽厚里商业区。 记者 王健

“泉城最美的哥”患结肠癌

18 日下午，山东通达出租汽车公

司屈宝塘总经理带领工会及相关部门

人员前往王舍人镇看望身患结肠癌的

出租车驾驶员包全麟，并送上1000元

慰问金。

多才多艺的包全麟是个热心的人，

多次参与公益活动。作为通达公司红旗

车队曾经的一员，他参加过夏季爱心送

考活动，参加过接送革命老兵清明祭扫

活动，还与泉城的士大队成员一起送敬

老院老人参观植物园，还参加过绿化泉

城义务植树活动……曾被评为“泉城最

美的哥”。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徐红琳

记者19日从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为了方面市

民，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费已经可以实现网上缴费。后

期，不动产交易的涉税业务将也能在网上缴纳。

据介绍，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试点网上缴纳登记

费。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市民可以登录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网

站(http://www.jndlr.gov.cn/)，在首页右下角打开“济南市

不动产登记网上大厅”，弹出的引导页面上就有“我要缴

费”，或者在大厅点击“在线缴费”。网上缴纳登记费是次日

到账，缴费成功第二天去查询办证进度，如果看到“办理完

可领证”，就可以直接领证了。网上缴纳登记费的范围仅限

2017年1月1日之后办理的业务。 记者 赵国陆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监管基础，加强

重点行业领域监控，近日，平度市白沙河

街道组织辖区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危险化

学品企业摸底工作。通过本次摸底，共排

查出危险化学品企业7家，安监办建立了

辖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台账，下一步街道

安监办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重点

做好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应急

救援、现场管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有针

对性地做好安全监管，遏制事故发生。

通讯员 王建超

白沙河街道切实做好
危化品企业摸底工作

排列3第17102期中奖号码为：0、5、9。
下期奖池奖金：7565484元。

排列5第17102期中奖号码为：0、5、9、
3、1。下期奖池奖金：246129926元。

大乐透第17044期中奖号码为前区：11、
16、17、18、25,后区：02、09。下期一等奖奖池

奖金：3,753,218,411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4月19日

据新锐大众报道，民以食为天，食品安

全大过天。全省3月份食品抽检数据来了！全

省共抽检各类食品(含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

剂)样品11036次，样品合格率为96 .51%。

这次抽检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39 . 2%；二是农药残留超标,不合格样品批

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27 . 3%；三是禁

用兽药指标不合格，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

不合格样品总数的8 . 83%。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各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已经采取措施依法查处。

济南明天起告别阴雨天气
今天谷雨，初夏即将到来

19日上午11时许，济南市区下起了小雨，不少市民在呼

啸而过的南风中被吹得很凌乱，一阵阵冷风让人直打哆嗦。

从早上开始，天空一直阴云满布，小雨还没降下，风力却提

前变得强劲了很多。为此，济南市气象台专门发布了大风蓝

色预警信号。

除了大风外，市民直观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气温的变化，

据统计，19日济南市区最高温降至22℃，接下来的20日、21
日，济南气温将继续走低，最高温分别降至21℃、18℃。不过

这一轮降温并不会持续很久，22日开始气温将逐步回升，蓝

天白云的好天气又要回来了。从节气上来看，20日将迎来谷

雨，这意味着以后气温迅速上升，初夏即将到来。记者 张鹏

19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

息，日前，中共山东省纪委对济南市国土资

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韩晓光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韩晓光违反组织

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

纪律，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经中共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

给予韩晓光开除党籍处分，由济南市政府

按规定程序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记者 杨璐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原党组书记、局长被开除党籍

17日15时许，位于历城区工业北路

85号的济南市历城区宏源建材经营部

发生火灾。后消防查明是因为违规使用

电焊，火星引发火灾，此次火灾过火面

积500余平方米，经济损失6万余元，由

于救援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责任

人樊某过失引起火灾被拘留15日。

记者 李培乐

百人来济赶高铁
不知封路差点晚点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普及工程进济南

18日，记者从第三届工业化和信息

化融合普及工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7年该项工程将在济南召开五六百场

推广活动。工程将利用蜂巢智能系统，采

取“一个公司、一套系统、一体化解决方

案”的方式，通过微商城、APP、二维码等

具体形式，帮助五六百家济南中小企业

搭建信息化平台。 记者 李培乐

75路公交增设两个站点
为方便市民乘坐公交出行，自4月

20日起，济南公交75路线在省中医站

和青年桥站之间增设齐鲁医院站，在

洪家楼站和洪家楼南路站之间增设洪

家楼南路花园路站。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何磊

小学开展“好书漂流”活动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4月18日，

济钢文华小学开展了“悦读与生活”和

“好书漂流”活动。活动中孩子们走进书

的世界，尽情选择图书、交换阅读。同时，

该学校都有专门的课外书角落，同学们

每天也要求带一本图书到学校，与同学

交换。

为鼓励学生阅读，让更多的孩子走

进书的世界，学校每年都会在一年级的

同学中选择四位小朋友，帮助其建立家

庭“小书房”。 记者 李培乐

读书

省图书馆这个周末
读书活动多多

为了迎接2017年世界读书日，4月
22日上午9:30，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阳

明学公开课系列讲座第一期将在尼山书

院明伦堂开讲。同时，尼山书院“名家讲

堂”系列讲座在国学讲堂开讲。

23日当天，总馆共享工程中心将以

“数字·悦读”为主题，启动全民数字阅读

欢乐节，读者可以在这里体验VR虚拟现

实、3D打印、触摸屏设备等数字文化服

务。同时，山东省图书馆与济南市新华书

店联合推出的“鲁图风采——— 您选书，我

买单”的读者选书借书活动，也将在4月
23日正式启动。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雪

我省举行低碳成果推介会
19日上午，由山东省林业厅、省经信

委、省科学院等9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低碳山东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会议期

间，对全省400多项低碳成果进行推介，并

分别对低碳山东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杆

单位、功勋人物、行业先锋人物、行业领军

单位和贡献单位进行了表彰。记者 张鹏

播报

据齐鲁网报道，4月19日，省人社厅召

开全省职称管理改革工作会议，对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记者从会

上获悉，山东将在5年内完成惠及500万专

业人才的职称制度改革，克服唯学历、唯

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健全制度体系，形成

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评价标准。高

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离岗创业的人

才，经原单位同意，可评审职称。

我省将在5年内
完成职称制度改革

韩女士是淄博人，19日早晨4点多，

韩女士一行103人集体乘坐两辆大巴

车，从周村出发赶往济南赶高铁。因为

部分收费站封闭，最后在章丘收费站上

高速。因济青高速限速80公里，耽误了

不少时间。韩女士惊慌之下，想到了向

交警求助。

6点50分，天桥交警大队民警驾驶

9788警车赶到了济南北高速下桥口，成

功接上了2辆大巴车，民警立即拉响警

笛开辟绿色通道，终于在7点04分赶到

了济南火车站，两辆大巴车上的103名
乘客顺利登上高铁列车。记者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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