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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07期中奖号码为：6、9、
7。下期奖池奖金：10,501,533 . 48元。

排列5第17207期中奖号码为：6、9、
7、1、0。下期奖池奖金：266,814,688 . 92元。

大乐透第 1 7 0 8 9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3、05、06、15、18,后区：03、10。下期

一等奖奖池奖金：3,963,658,496 . 87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8月2日

8月2日上午10点半，市中交警大队

在经二纬二路口对涉牌涉证机动车展开

例行查处时，查获一辆悬挂绿色车牌的

二轮摩托车。据车主交代，他的摩托车没

有挂牌，为了能给摩托车加油，找来绿色

农用拖拉机车牌挂上。结果被交警查住，

驾驶证一下子被扣了24分罚款2200元。

记者 吴永功 摄影报道

无牌摩托车为加油
竟挂了拖拉机牌照

免费篮球场突收费
原是承包给个人管理了

大货车头撞瘪 司机被卡住
8月1日凌晨，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北园

大街与历黄路交口发生车祸有一人被困，

济南消防清河中队接到指挥中心调令立

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经勘查，发现货

车整个车头已经面目全非，被困驾驶员腿

部被变形车头死死卡住。消防官兵立即对

车头部位进行扩张，经一番努力被困货车

司机被成功救出，并移交医护人员。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柏方朔

服务

百平米以上早餐连锁店
最高补助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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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违规携带人体血液样品
出境被查获

近日，济南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关员正

在执行某首尔航班出境监管任务。行李X
光机过机图像显示，某韩国籍旅客携带的

行李箱中有多个手术包。经检查，包内有9
管新鲜血液及血浆样品。而对于这些血液

样品的来源及用途，当事人则是闭口不言。

目前，上述物品已移交检验检疫部门处理。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樊哲

播报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结束
2日，“建行杯”第三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山东教育电视

台正式落下帷幕。省赛共产生金银铜奖、冠

亚季军、高校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

奖、最佳创意奖、最具商业价值奖、最佳带

动就业奖、最具人气奖等12个奖项。

记者 董广远

三家国际机构
角逐新东站核心区设计

2日，记者从规划局了解到，新东站核

心区设计方案目前正在国际招标。经过国

际各设计单位的角逐，卡尔索普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

(联合体)、SBA GmbH(德国SBA公司)、株
式会社日建设计—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联合体)三家单位作为入围机构参

加设计竞赛。 记者 高玉龙

首批济南地铁订单生入职
2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新员工入职仪

式在济南铁路高级技工学校举行。这是首届

济南地铁订单班，共计290人，系列培训结束

后，新入职员工将为R1线的开通运营服务。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将开展为期近一年的新

员工系列培训，其间将按专业择优选拔优秀

人员送外地地铁公司培训。 记者 杨璐

儿童文学作家与小读者见面
2日下午两点半，儿童文学作家刘玉

栋在山东书城二楼活动厅内开展儿童文学

的阅读与欣赏的专题讲座，举办《我的名字

叫丫头》一书的小读者见面会。许多途经活

动厅的家长和小朋友纷纷被吸引，驻足聆

听，厅内座无虚席。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光娜

济南试点无纸化工商登记注册

《戊戌年》特种邮票开机印刷
8月2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在邮票

印制局举办了《戊戌年》特种邮票印刷开

机仪式。生肖狗年邮票定于2018年1月5日
正式发行。生肖邮票一直是中国邮票题材

中最受追捧的题材，也是升值潜力最大的

邮票种类之一。此次《戊戌年》狗票特别邀

请到我国著名艺术家周令钊先生进行设

计。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百态

工商登记注册将无需亲赴登记窗

口现场办理。8月2日，记者从济南市工商

局获悉，工商部门已启动登记注册“全程

电子化”改革试点，通过网上自主选择名

称和无纸化的在线登记申报，配合电子

营业执照技术，实现足不出户办理设立

登记业务。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

永青 杜陶羽

近日，济南市商务局、济南市财政局

出台办法，对于在建放心早餐企业给予补

贴。新建主食加工配送中心项目，建筑面

积1000㎡(含)-3000㎡，最高补助不超过25
万元；建筑面积3000㎡(含)以上，最高补助

不超过40万元。新建早餐连锁店项目，单

店建筑面积100㎡(含)以上最高补助不超

过5万元。 记者 段婷婷

我省面积有多大？
陆域面积为15 . 58万平方千米

近日，一辆面包车从大桥路由北向

南通过黄河大桥时，卡口系统预警，驾驶

员滕某涉嫌驾驶证吊销期间驾车，民警

立即设卡将车辆查获。当民警核实信息

时，闻到滕某身上有一股酒味。经查，滕

某测试值为65mg/100ml，属于酒驾。民警

调取资料发现，他被吊销驾驶证，竟是因

为二次酒驾被查，加上

这次被查出酒驾，滕某

酒驾三进宫。

最终，滕某将被处

以2000元罚款并处15
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记者 吴永功

驾照吊销后再驾车
爱喝酒的司机“三进宫”

二环西高架南延
穿铁路工程合龙

2日上午10时，由中铁十局承建的

二环西路高架桥南延穿越铁路工程箱梁

架设任务全部完成，二环西路高架桥南

延顺利合龙。据悉，目前凤凰山立交及南

绕城互通立交正加快推进，10月底前具

备通车条件。届时，从领秀城到西客站走

高架只需半小时左右。

据悉，新建二环西高架为济广高速

济南连接线段店立交至绕城高速南线工

程线路，全长10 . 219公里。该项目主线

采用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一级公路标

准，双向六车道，断面全宽25米；出入口

匝道及互通立交匝道设计速度采用40
公里/小时，采用单向双车道。记者

王健 实习生 马浩蕾

散发张贴非法小广告
2名男子被警方抓获

2日上午，市民林先生称，位于通讯

陈五一广场的一处免费篮球场忽然变成

了有人开始收费，这让周围的体育爱好者

很是纳闷。“之前不收费，昨天开始就收费

了，收七块钱。”据了解，这处篮球场管辖

权在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该中

心工作人员称，“由于我

们的人手紧张管理不过

来，所以聘请了社会力量

来管理。”这位工作人员

表示，收取的部分费用将

用于球场维护。

记者 李培乐

8月1日，济南警方抓获2名涉嫌散发、

张贴非法小广告的违法人员，查获“代开发

票、刻章办证”内容的小广告6500多张。据

查，刘某鑫、周某鑫均系江苏省连云港东海

县人，7月份受雇来到济南，在市区范围内

散发、张贴、喷涂非法小广告。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记者 吴永功

8月8日全民健身日
公共体育设施应“免费开放”

泉搜索06

“海棠”携大风暴雨来了
今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1℃

台风“海棠”过境山东，2日我省大风、暴雨、雷电预警

接连而至，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2日14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

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济南市气象局2日12时40
分也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市区、平阴、长清已出现

雷电和降雨，预计2日下午到夜间全市将有雷电活动，并伴

有7级大风，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

据济南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2日夜间到3日白天中雨

转阴，3日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1℃。3日夜间到4日多

云间晴，南风短时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左右，最高气温

34℃。5日气温变化不大。6～8日多云，北风转南风都是2～3
级，气温略有上升。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欣

季羡林诞辰书画展济南开展
画展会集名家专门创作的百余幅作品

8月2日，“仰之弥高，无上清凉”——— 纪念季羡林先生

诞辰106周年书画展系列活动在泉城公园内的济南东方玉

器博物馆开幕。此次活动由季羡林先生外甥女、弭菊田先

生女儿、著名画家弭金冬策划，济南东方玉器博物馆协办，

季羡林先生儿子季承专程从北京赶来济南参加活动。此次

画展会集了众多书画名家专门创作的百余幅作品。

作为从山东济南走出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是蜚声

中外的东方学大师，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

家、国学家、佛学家和教育家。这次推出的包括书画展览在

内的系列活动，是山东文化艺术界名家作品的一次集中展

示。 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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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历下区教育局获悉，历下区计划引进优秀教师

20名。引进的优秀教师纳入用人单位正式事业编制人员管

理，在聘用单位的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

据了解，此次将引进的优秀教师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

格证书和事业编制，从教以来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及以

上，并具有3年及以上教龄，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需具有市

级以上政府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评定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育工作者、中青年专家等荣誉或业务称号。

本次引进优秀教师工作8月8日开始报名，报名地址为

济南市文化东路小学。引进岗位及具体要求可登录历下区教

育局网站查询。 记者 郭春雨

《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规定，

新建和有条件的学校应当对体育场馆和场

馆区域进行物理隔离，在教学活动之外的时

间向公众开放。另外，每年八月八日为全民

健身日，每年五月为山东省全民健身月。公

共体育设施应当在全民健身日向公众免费

开放。 记者 杨璐

黄河两岸拟打造国家公园

为贯彻落实“携河北跨”战略要求，

市规划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济南“携河”

发展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与《黄河生态

景观带规划研究及鹊华区段城市设计》

规划编制工作。近日，济南市规划局就此

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提出了建设黄河国家

公园、蓝绿廊道等亮。 记者 高玉龙

行业

省财政厅首次将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提交人大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日前，山东

省财政厅首次将7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绩

效评价报告，随同2016年度财政决算提交

省人大常委会参阅。这次提交省人大常委

会参阅的7个项目，涉及农业、环保、社会保

障等重点领域，预算资金36 .9亿元。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孙旭玉

2日，山东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公报媒体说明会在济南召开，据了解，

本次普查对象范围包括全省陆域及32座
有居民的海岛。普查内容包括地形地貌、

植被、水域等。据了解，通过此次普查，首

次获得了我省海量地理国情信息，全面查

清了全省陆域及32座有居民海岛的地表

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部状况，建成了

普查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山东全省陆域面

积为15 . 58万平方千米，全省地表覆盖的

自然地理要素占82 . 56%，人文地理要素

占17 . 44%。 记者 张敏

历下引进事业编制教师
名额20人，8月8日开始报名

省政府公布一批人事任免名单
2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一批人事任免

名单，涉及省内多所高校。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邢光为

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王
传奎为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

年)；万光侠为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试
用期一年)。盛国军为山东女子学院院长

(试用期一年)；侯素美为山东女子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郭善利为烟台大

学校长(试用期一年)。陈松岩为山东交

通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姜华平为山

东交通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免去：

盛国军的山东工商学院副院长职务;钟
读仁的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职务；王少

华的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职务；范素华

的山东女子学院院长职务。记者 杨璐

傍晚至夜间，乘公交出行的乘客明显

增多。为此，途经泉城广场、经四路万达等

商业区，客流量较大的公交102路和18路将

适时增加晚间班次投入，满足市民出行需

要。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方传鑫 郭际成

18路、102路公交车
增加晚间班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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