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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11期中奖号码为：1、1、
6。下期奖池奖金：10,625,493 . 04元。

排列5第17211期中奖号码为：1、1、6、
7、1。下期奖池奖金：261,916,838 . 84元。

7星彩第17091期中奖号码为：0、6、2、6、9、
5、9。下期奖池奖金：17,212,808.27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40 . 07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8月6日

8月6日，一辆涉嫌套用别人号牌被举

报的鲁AB***7的白色大众轿车沿着纬二

路由南向北行驶，市中快骑中队民警接警

后，在经七纬二路口将该车成功查获。民

警对套牌车嫌疑人黄某进行调查发现，该

车套牌后产生了13项高速公路交通违法

记录，均为黄某所为。目前，驾驶员黄某被

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扣车并

处以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耿铭

男子套牌上高速
竟有13条违法行为

油烟机排烟管竟有马蜂窝

外卖小哥“兼职”偷电瓶
一男子平时送外卖感觉来钱慢，竟然

干起了“兼职”偷电瓶的勾当。5日凌晨，男

子在路边盗窃停放的电动车电瓶后返回

暂住地，没想到一举一动早已被附近巡逻

的便衣民警发现，民警顺线追踪将这名男

子擒获。

经初审，男子郑某，32岁，河北省邢台

市人，平时送外卖，后来感觉送外卖挺辛

苦，还来钱慢，于是干起了“兼职”，盗窃电

瓶卖钱。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李震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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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供电把好汛期用电关
为确保汛期农村用电安全，河口区供

电公司在全力做好迎峰度夏、防汛保电工

作的同时，把加强汛期安全用电知识的普

及和消除农村用户用电安全隐患，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截至目前，该公司共

发放各类安全用电宣传资料800余份，为

40余户困难群体家庭排查、整改用电安全

隐患。 李玲

东营区供电宣传用电知识
日前，东营区供电公司组织彩虹党员

服务队深入商场、医院、社区及农户家中，

对涉及公共场所中央空调等供电设施进行

检修、检查及更换线路等，保证客户空调正

常使用。同时走访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

家庭及五保户等特殊群体，提醒老人看管

好儿童，注意安全用电。

李玉霞

行业

垦利供电组织特殊党课
8月1日下午，东营市垦利区供电公司

组织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部分优秀青

年员工代表开展特殊党课教育。邀请援藏

党员王震讲述援藏故事，分享援藏心得体

会，弘扬帮扶精神，用有信仰、有豪情、有梦

想的正能量感染年轻同志，鼓励大家为“四

个最好”作出更大的贡献。 戴云云

龙口供电组织军转干部座谈
近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党群部组

织召开军转干部座谈会，通报上半年公司

各项工作，特别是军转干工作开展情况,宣
讲相关政策,听取工作意见和建议；对公司

军转干人员提出相关要求,宣讲了全市军

转干慰问帮扶政策，通报了公司军转干工

作开展情况。18名军转干员工参加了会议。

姚笑梅

广饶供电开展党员慰问活动
近日,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党内关怀机制和组织关爱机制，走访

慰问离退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党组

织的关怀和温暖，给予他们更多关心和关

爱。以党支部为单位，全面开展军转干部、

复员干部和伤残军人等情况调研工作，对

困难党员开展好帮扶慰问活动。 张艳芳

东营区供电应对高温暴雨
入夏以来，东营区供电公司充分认识

度夏、度汛的严峻形势，及时分析辖区电网

运行、设备运维工作情况，结合春检预试、

隐患排查、安全月活动、中高考保电等，细

化分工责任到人，以安全为重点，科学制定

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采取多项措施，全力

应对度夏、度汛安全考验。

薛月月

河口供电开展主题服务

垦利供电组织夏季培训

近日，垦利区供电公司针对春检工作

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短板，以班组大讲堂为

契机，组织夏季培训活动。此次夏训由各班

组长进行授课，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线路规

程》、《运行规程》、测距仪使用、金具识别及

应用等。此外，将对青工培训情况进行考

核，保证培训的实效。 李珑珑

龙口供电完成职工体检

近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圆满完成

2017年度职工健康体检工作。本次健康体

检工作前后历时9天。公司职工共计1166
人报名，实际参检1121人，参检率96 . 14%。

体检中，医务人员根据检查中发现的异常

情况，第一时间告知本人做进一步检查治

疗，使职工对自身健康状况及早认知。冯彩

百态

为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提升优质供

电服务水平，近日，国网河口区供电公司义

和供电所组织开展“请进来谈，走出去访”

系列延伸服务活动。活动中，来自该供电所

的多名“海蓬”志愿者逐一对服务区内低压

客户中的用电大户进行走访，征求意见，倾

听建议，受到用电客户的欢迎。

乔训鹏

暑运过半
济铁运客破1300万人

5日,平阴县消防玫城中队接到指挥中

心指令，位于平阴县玫瑰镇大站村房屋倒

塌一老人被困。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迅速

出动抢险救援车前往救

援。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后，发现老人尚有呼吸

迹象。他们立即制定了

抢救方案，在短短的十

分钟内，将被困老人被

救出。 记者 李培乐

房屋倒塌老人被困
消防10分钟救出

北京科技大学假公章
藏身造假黑窝点

近日，根据举报，济南市公安局直属

支队民警连续昼夜奋战，将藏匿于东部

出租屋内的印制非法小广告和制贩假证

窝点捣毁，当场抓获湖南籍犯罪嫌疑人刘

某，查获制假设备10余台，以及有“代开发

票、刻章办证”内容的印涂工具20余套、非

法小广告2万余张、假车辆号牌2副。

收缴涉及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假

公章、印章模板2000余枚，包括伪造的

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制

作颁发的各类发票、身份证、驾驶证、毕

业证、不动产权证、营业执照以及各类资

质证书、许可证书等120余类8000余本。

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耿铭

酒驾男遇交警出“狂言”：
“我不酒驾谁养你”

近日，位于英雄山路140好大观园宿

舍2号楼一居民家里的抽油烟机排烟管

道里出现马蜂窝，一打开抽油烟机就会有

不少马蜂飞出，吓得居民没

法做饭。英雄山路消防中队

立即出动八名官兵赶赴现

场，用杀虫剂喷杀后，迅速

将排烟管另一头封住，然后

将排烟管拿到楼下空地，将

排烟管连同里面的马蜂窝

一块烧掉。记者 李培乐

据青岛新闻网报道，近日，青岛市南

交警大队隧道中队交警在胶州湾隧道黄岛

端设岗夜查。夜查才刚开始，一辆银白色

小轿车就被拦了下来。“酒后不能开车，对

吧？你还在这里又吵又闹。”面对执勤交警

的劝说，这名男子竟怒怂交警：“酒后不开

车，谁养你们！”经过酒精检测仪检测其酒

精含量为50mg/ml，该男子属于酒后驾驶。

男子网购“万能钥匙”
盗车得手后钻网吧被捉

来自河南的20岁的男子魏某在网上

购买了一把“万能钥匙”，6日凌晨，他偷了

一辆价值15000元的摩托车后，竟骑着摩托

车钻进网吧上网，结果被巡逻民警当场抓

获。据了解，经公安机关查实，魏某曾因盗

窃、抢劫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记者 李震

泉搜索06

快来大明湖看荷花剪纸
展出时间为8月5日—9月10日

记者从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了解到，为丰富济南市第31
届荷花艺术节，8月5日-9月10日，大明湖景区奇石馆举行

荷花剪纸展览。

济南剪纸传承人都婉莉说，该活动的发起人是臧克家

长子臧乐源（2017年6月去世)、乔植英夫妇，构思设计、剪纸

制作是都婉莉领衔的济南剪纸艺术院、领秀城秀文社区彩

蝶纷飞剪纸艺术团完成。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济南市第31
届荷花艺术节正在进行。荷花剪纸展就在大明湖风景区奇

石馆。有兴趣的市民来看看吧，这些荷花剪纸到底有多么不

可思议！展出时间：8月5日——— 9月10日。记者 张淑芬

一早上查处10辆旅游大巴
济南开展旅游包车专项整治行动

为确保道路运输平安畅通，8月5日清晨，济南市交通

运输监察支队联合市旅游监察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旅

游包车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交通监察执法人员主要检查旅游大巴的道路运

输证、旅游包车牌以及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三类运营范

围；旅游监察执法人员则主要查看导游证和旅行社的行程

单，从而查看其租用客车的情况。截至当天7点半，全市共

出动执法人员78名，查处非法营运、无包车线路牌、超越营

运范围等客运违法行为10起。

执法人员提醒，外出旅游一定要乘坐有正规资质的旅

游大巴。记者 王健 实习生 马浩蕾 通讯员 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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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作业考核公布
北园街道办事处倒数第一名

近日，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济南市城区生

活垃圾收集作业质量考核通报》。根据《济南市城区生活垃

圾收集作业质量考核办法(试行)》的规定，7月23日-7月28
日，市城管局以群众投诉、媒体曝光以及领导批示等为主

要考核内容，对城区75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

根据75个街办生活垃圾收集作业质量考核情况汇总

表，趵突泉街道办事处、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甸柳新村街道

办事处等60个街道办并列第一名；而天桥区的北园街道办

事处位列倒数第一名，历下区的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和高

新区的舜华路街道办事处分别排名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

名。 记者 高玉龙

济青北线济南方向封闭

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过半，截至7月
31日，济南铁路局共发送旅客1353万人，

同比增长13 . 5%。

据悉，高铁成网优势全面激活夏季沿

海与内陆旅游客运市场，尤其是青荣城际

与胶济客专黄金通道全线贯通，带动了铁

路旺季客流持续增长。暑运以来，学生流、

亲子游、避暑游、海滨游高度叠加，铁路旅

客发送量持续高位运行，日均达到43 . 6万
人。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付德水

据齐鲁壹点报道,医闹、暴力伤医事

件不仅严重挫伤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更

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造成恶劣的社会

影响。为遏制暴力伤医事件蔓延，营造安

全有序的医疗环境，日前，省卫计委等1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医疗纠

纷综合处置工作的意见》，并将于9月1日
起正式实施。《意见》对涉医警情的处理提

出了明确要求:公安机关一旦接到医疗机

构报警要快速反应，安排足够警力迅速到

达现场。

我省将严防暴力伤医

据舜网报道，山东省工商局决定从

2017年8月1日起全面开放企业名称库，实

现了省级名称库自主查询服务。这也意味

着，从现在开始，冠省级行政区划的新注册

企业，如果要查询企业选择的名称是否与

已注册企业重名，可以直接登录省工商局

网站查询，不用再往工商部门的服务大厅

跑了。省工商局开放企业名称库之后，山东

省也实现了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区县级全面

企业名称库的开放，注册企业更加便利。

我省全面开放企业名称库

先施工后付费
港华燃气创新服务模式

据齐鲁壹点报道，6日上午，济南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守护百姓的平安和幸福·履

行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大型安全宣传活动

在花园小区开展。针对未使用管道燃气的

居民，济南港华创新服务模式，免测图费，

先由公司垫资铺设燃气管道到楼前立管，

有用气需求的可直接引入户内，具备供气

条件的交费签订供气合同后1个月内通气。

据齐鲁网报道，自2017年8月1日起，济

青北线潍坊东主线桥梁拆除新建，济南方

向将封闭施工102天。

根据济青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需

要，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10日，

潍坊东主线桥梁拆除新建施工，潍坊东右幅

(济南方向)桥梁封闭。具体施工地点为济青

北线济南方向K140+270M至K140+410M。

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全部转至左幅(青
岛方向)通行，形成单幅两车道双向通行，

直至新桥建成通车。双向两车道受影响路

段为K139+800M至K140+800M,共1Km。

施工期间，为避免交通拥堵，请朋友们

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注意绕行G309线、荣乌

高速、青兰高速等,或者选择合适的收费站

提前驶离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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