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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气温将继续飙升至35℃
省城炎热干燥天气得持续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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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

据青岛新闻网报道，涉嫌盗窃的在逃

人员姜某携带作案工具外出伺机盗窃，竟

误乘刑警的定制公交班车，被民警当场逮

获，直接送到平度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近

日，在逃2个多月的犯罪嫌

疑人姜某自投罗网。经审

查，姜某交代盗窃电动自

行车6起的犯罪事实。

目前，姜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

步侦查中。

小贼外出行窃 错上刑警班车

鲁A56972轿车司机
交警喊你来投案

行业

前四个月我省外贸
继续领跑沿海主要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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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130期中奖号码

为：5、8、9。下期奖池奖金：7523891元。

排列5第17130期中奖号码为：5、8、
9、2、0。下期奖池奖金：270429470元。

大乐透第17056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1、04、24、27、32,后区：03、10。下期

一等奖奖池奖金：3623470204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5月17日

百态

女乘客晕倒 司机乘客齐救

城管工作站竟现可疑弹孔
16日下午，浆水泉水库城管工作站发

生了可怕的一幕，突然“砰”的一声响，玻璃

窗子被人打破一个洞。

姚家街道办事处城管工作站的工作人

员小张说，类似子弹的东西打中了办公室

东侧的玻璃窗。据了解，城管科在此设立工

作站，主要为了督促周边部分违建拆迁与

规范商贩占道经营问题。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记者 李培乐

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1-4月，全

省进出口5774亿元，同比增长30%。进出口

增幅继续位列沿海主要省市首位。与一带

一路贸易高速增长。旅游购物出口10 . 5亿
元，增长2 . 3倍。民营企业主力军地位进一

步巩固，外资企业占比继续下滑。其中，机

电产品拉动出口快速增长，机电产品出口

1169 . 1亿元，同比增长26 . 3%。大宗商品进

口量价齐增。 记者 段婷婷

省城14所学校招聘136人
招聘岗位分为A、B、C三类岗位

出行

省计量院举办免费检测活动
为庆祝第十八个“5·20世界计量

日”，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定于5月19
日9:00—15:00利用“计量惠民超市”-常
态化免费检测平台继续面向百姓开展血

压计、眼镜、黄金珠宝、人体秤等免费检

测及咨询服务，同时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实验室和度量衡展厅。感兴趣市民可以

到济南市千佛山东路28号山东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内参加。 记者 段婷婷

广饶供电共建班组平台

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在班组建设

工作中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建立通讯

录、微信群组，就班组共建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搭好班组大讲

堂平台。深入开展“抓执行、促效率，抓

管理、促提升，抓学习、促素质，抓创

新、促成果”竞赛，建起了开放式班组

学习“大讲堂”。 宋丽丽

5月12日早上8点左右，明湖西路济

安 街 路 口 西 口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鲁

A56972的白色别克轿车因为脱审，民

警示意该车司机停车接受检查。该车司

机突然加速闯卡逃跑，民警立即对该车

进行拦阻。但闯卡车辆驾驶员将车辆驶

入非机动车道，企图从辅道逃跑。被民

警阻拦后，驾驶员再度调头，驾车驶入

直行快车道，加速闯过前方路口红灯，

从直行车道右转沿顺河西街向南逃逸，

后又加速驶入北坦南街加速逃逸。

交警提醒该车司机主动到天桥交

警大队投案，否则将加重处罚。

记者 吴永功

17日一大早，7级南风呼呼吹过，济南街头落了一地树

叶。随着太阳越来越高，气温开始一路飙升，到中午时已经

升至32 . 3℃。18日、19日气温将继续飙升至35℃，迎来今年

首个高温天。预计眼前这股高温趋势会一致持续到22日。

17日16时，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炎

热干燥天气还要再持续几天。

具体天气情况如下：18日至19日白天晴到少云，南风4
级阵风6～7级，清晨最低气温济阳、商河、平阴20℃，市区

及其他县区24℃，最高气温35℃。20～21日晴到多云，南风

3～4级，气温变化不大。22日～23日多云间阴，气温下降至

28℃左右。 记者 张鹏

定陶供电延伸服务内涵
近来 ,定陶区供电公司不断完善

内控制度，延伸服务内涵，对办理业务

的客户，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

“回答问题一口明，受理材料一手清，

办事手续一次行”。同时，要求严格遵

守“两个十条”，严格按照业务流程、工

作标准、办理时限要求为客户服务，确

保各类服务保质保量。王立军 叶伟

东营区供电审春检工作票

为加强工作票填写、执行等全过

程的管理，提高工作票“三种人”填用

与执行工作票的能力，保证作业现场

安全，国网东营区供电公司于5月5日
下午，在三楼应急指挥中心开展了“两

票”大讲堂活动，集中对春检工作中所

开的工作票以及“一板四卡”内容进行

审查。 薛月月 刘振华

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 . 4亿
营收超华尔街预期

日前，二环西路南延工程BRT站台

开始建设。

根据设计，二环西路南延一期共设计

有7个BRT站台，二期还有3个站台，分别位

于刘长山路以北、经十路

南侧、腊山分洪道南侧、腊

山路北侧、魏华南路北侧、

克朗山南路南侧、大涧沟

桥南侧、现状二环南路南

侧、腊山热源厂以及G104
国道北侧。记者 王健

二环西路南延开建BRT站台

通勤快速巴士T2路将开通

为进一步方便望岳路、英雄山路、玉

函路、泉城路等沿线单位、小区市民的高

峰出行，自5月19日起，济南公交将开通T2
路高峰通勤快速巴士。据介绍，为解决高

峰期乘客的长距离快速出行问题，济南公

交相继开通了高峰通勤快速巴士线路T1、
T3、T5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16日上午9点左右，济南公交36路驾

驶员李庆勇行车至八一立交桥北口时，突然

听到车内乘客大喊有人晕倒，驾驶员立即停

车检查，此时该乘客脸色苍白，失去意识。在

征得车上乘客同意后，驾驶员将车辆及时驶

往最近的铁路医院，将该乘客送进行医院救

治，在确认女乘客无大碍后，驾驶员重新恢

复了运行。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冯进永

17日，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聘，拟招聘136人。据

了解，包括省实验中学、济南一中、济南外国语学校在内的14
所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参与招聘。招聘岗位分为A、B、C三类岗

位，A类为教师类岗位，B类为中职专技人员岗位，C类为会

计、校医岗位。凡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或相应专业资格

证书(所有证书须在2017年7月31日前取得)者均可报名。

5月26日9:00—5月27日16:30，所有参考人员可在各招

聘单位报名。后期将根据岗位的不同特点，实行不同的考

试办法。A、B类岗位采取先技能测试、后笔试、再综合考查

的形式，C类岗位采取先笔试、后综合考查的形式进行。均

采用百分制计算成绩。 记者 朱紫瑛

我省将全面推进
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

日前，山东省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

化推进工作观摩交流活动在烟台举行，

与会人员观摩了芝罘区鲁峰小学和烟台

三中德育课程一体化工作开展情况，青

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临沂六个试

点市介绍整体推进情况。从下一个学期

开始，全省各市都要全面推进德育课程

一体化工作。 记者 董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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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与瑞士水务
开展技术合作

日前，济南市政设计集团与瑞士水

务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进

行济南市地下水水质模型，南部山区水

环境生态综合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厂污

泥处理的技术合作。此次合作，通过引入

国外先进的生态处理技术，将有力促进

济南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 王僖

播报

5月16日，微博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财报，

截至2017年3月31日，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 .4亿，

超过Twitter成为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独立社交

媒体公司。第一季度微博营收达13.7亿元，同比

增长76%，净利润同比增长278%，均超过华尔街

分析师的平均预期。新浪董事长兼CEO、微博

董事长曹国伟表示：2017年第一季度为全年开

启良好开端。 记者 郑希平

中长期业绩优异
中银基金揽获多项大奖

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中国基金业

“明星基金奖”公布评选结果。中银基金在“金

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及“英华奖”

等已颁发的各大权威评选中均有斩获。中银

稳健添利一举拿下“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奖”、“金基金债券基金奖”和

“2016年度普通债券型明星基金奖”，实现三

大奖项“大满贯”。 本报记者

5月17日，摩拜单车正式推出“宝箱车”。即

日起至5月21日，用户打开摩拜单车APP，在地

图上寻找到特殊图标的“宝箱车”，开锁后有效

骑行超过2分钟，关锁即可获得惊喜。用户集齐

“ILOVEU”字样的6张贴纸，即可兑换520元现

金，存入摩拜单车红包账户。 记者 王健

摩拜单车“宝箱车”济南上线

周六有山水画小品展

梦之韵——— 孙梦淮山水小品展将于

5月20日下午2点在济南西街工坊天绘

阁美术馆开幕，以冷餐会的形式，让观众

边品尝红酒、甜点，边欣赏孙梦淮先生近

期创作的100余幅山水画小品。这次小

品展期至5月30日结束。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高连刚

长清100名贫困生获助10万元
5月17日，在长清区归德街道雷锋广

场，人保寿险山东省分公司对长清区100
名初中一年级的贫困学生捐助10万元，

帮助孩子们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共青团长清区委、长清区教育体育局向

捐助单位敬献了锦旗。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马光仁 李志

5月17日上午，2017全民营养周推

广活动暨主题报告会在济南市老年人大

学举行。今年全民营养周的理念为“食物

多样、谷类为主”。中医专家对与会人员

进行了谷物营养知识的培训和讲座，促

进了大家对谷物科学的认识，受到了在

场老年人的热烈欢迎。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雪

全民营养周走进老年大学

17日上午，山东省戒毒协会女子戒毒

所分会成立。大会选举女子所党委书记，所

长孙娟担任会长。据了解，下一步女子戒毒

所分会，将团结协会内部和广大社会力量，

一起进行戒毒等方面的研究，推动戒毒事

业发展。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巩洁

省戒毒协会女子所分会成立

中小微创新竞技行动启动
参与者最高可赢50万资助

17日，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山东银

监局、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组织实施的“山东

省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行动计划”启动。参

与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最高可赢得50万政

府无偿资助。2017年“创新行动计划”共分

电子信息、新材料、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

8个竞技领域。参赛企业设企业组、团队组

两个组别。企业组报名企业的条件必须是

山东省注册的企业，符合参与条件的企业

和团队可以登录“山东省中小微企业 创

新竞技行动计划”官方网站报名，报名截

止时间为6月11日。 记者 郭春雨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
会议听取与全省环境有关的报告

17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济南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有关法规草案的说明、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关议案的说

明及人事任免案等。

在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工作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省人民政府关于

《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记者 范洪雷

17日上午，记者从我省全面实行河长

制工作动员部署电视会议上获悉，按照相

关工作安排，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深入推进节水护水。

此次河长制“升级”后，济南市将在黄

河、小清河、玉符河等18条河道以及卧虎

山水库、锦绣川水库、狼猫山水库分别设

立市级河长。 记者 张鹏

我省年底前全面实行河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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