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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12期中奖号码为：0、0、
2。下期奖池奖金：10,724,845 . 28元。

排列5第17212期中奖号码为：0、0、
2、3、6。下期奖池奖金：263,948,562 . 5元。

大乐透第 1 7 0 9 1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1、05、07、16、19,后区：03、12。下期

一等奖奖池奖金：4,051,343,402 .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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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9:30，济南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

长侯翠荣带领各县区环保局长到12345热
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市民关于大气、水

体、土壤等环境污染防治、环境网格化监

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及党风政

风行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市

民拨打 1 2 3 4 5、发送短信 ( 1 0 6 - 3 5 3 1 -
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通过

新浪腾讯济南12345官方微博微信、手机

APP积极参与。 记者 杨璐

济南市环保局长今接12345热线

老大爷中暑昏迷
公交驾乘热心救助

司机把车停应急车道睡觉
交警赶都赶不走

近日，莱芜高速交警视频巡逻发现，

一辆大货车在京沪高速莱芜段钢城出口

附近应急车道停车，驾驶人将车停下后竟

然爬到后座睡了觉。交警多次高音号角远

程喊话警示，让司机开车离开，不过司机

不理不睬。指挥中心民警通过查询车辆信

息，欲与其单位取得联系，但电话无人接

听。因为违停，司机被处罚款200元，记6
分。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吕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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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和316路公交明天调整
为提高线路服务水平，自8月9日起，

优化调整307、316路。307路优化调整后由

小清河盐仓码头开往韩西，调整为由洪家

楼开往韩西，沿着花园路向东、二环东路向

北、工业北路向东恢复原线。316路优化调

整后由小清河盐仓码头开往娄家，调整为

由洪家楼开往娄家，沿花园路向东、二环东

路向北、工业北路向东恢复原线。

记者 王健

济南这些地方明天停水
据齐鲁壹点报道，为配合济南市政道

路工程，济南水务集团于2017年8月8日
13：00至9日5：00对纬九路(经一路至经七

路)新建DN300管道与用户支管进行合口

施工，届时：纬九路(经一路至经七路)、经
三路(纬八路至纬九路)两侧沿线用户停

水。市民可以提前做好储水等相关准备，以

免影响正常生活。

行业

汽车总站发放清凉礼包
8月正值旅游旺季，济南长途汽车总

站贴心地准备了精美的清凉礼包，免费送

给来站乘车的旅客。据悉，礼包内备有风油

精、湿巾、纸巾、针线包等多种精美礼物，为

旅客送去一份清凉。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广饶供电：推进多表集采
日前，广饶县供电公司继续陆续与县

内的其他相关公司进行沟通，有序推进多

表集采建设规模扩大，并在全县范围内打

造1个及以上多表集采精品示范项目，实

现数据采集、共享以及数据应用，开展代

抄、代收等业务，同时试点建设多能源数据

采集和应用项目，降低大用户企业的运营

成本。 聂永强

东营区供电强化志愿服务
今年来，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东营区供电公司结合实际将“海蓬行动”融

入中心工作，对辖区内老弱病残用电客户进

行特殊客户服务，建立了特殊客户服务档

案，组织电工定期到特殊客户家中进行走

访、走收，为他们检查用电线路及设备，确保

他们用上安全电、放心电。李玉霞 刘凯莉

河口供电宣传安全用电
当前正是企业生产、城区基础设施建

设的黄金时期，加之学生临近暑假，给安全

用电工作带来一定隐患,东营市河口区供

电公司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彻底排查安

全风险隐患，全面剖析安全风险管控，在全

区组织开展安全用电“进企业、进课堂、查

工地”活动，确保施工现场电力线路设备安

全。 于天津

垦利供电加强巡视除隐患

龙口供电清查房屋土地资产
8月2日，按照“精益化管理年”及资产

清查治理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夯实固定资

产管理基础，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财务资

产部组织开展房屋土地资产清查工作。本

次清查工作有助于提高存量数据质量，达

到大宗资产账卡物一致性，进一步夯实了

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基础。 孙健

广饶供电举办党员风采展
近日,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通过制作

视频、图板、公司网站集中对公司优秀共产

党员进行展示，通过“四德榜”形式对敬业

爱岗、诚实守信、孝老至亲、谦恭礼让等优

秀人员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开展“季度之

星”评选，对评选出工作业绩表现突出、综

合表现优秀的员工集中展示活动。

张艳芳

百态

近日，垦利地区天气炎热，各站负荷急

剧增加，设备运行温度持续升高，自7月6
日开始，垦利供电公司组织为期一周的设

备全面巡视及夜巡测温工作，及时监测、掌

握设备运行状况，严防设备“高温中暑”。截

至目前，共计发现设备缺陷11处，现场消

除缺陷8处，为电力可靠供应提供保障。

杨柳柳

我省将遴选
80名中职齐鲁名师

济南开展星级饭店
创城工作观摩现场会

硫含量超标460多倍
济南两加油站上黑榜

记者从济南市经信委获悉，济南市

经信委、济南市工商局于2017年二季度

组织开展了济南市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

抽检工作。本次抽检在8个区、县抽查了

103个加油站，其中车用汽油样品107
个，车用柴油样品 3 0个，总合格率为

99%，不合格的样品共2个。济南市中党

家庄镇鲁达加油站、济南市中金诚加油

站的0#车用柴油被抽检不合格，不合格

项目为硫含量大于标准要求。硫含量标

准要求不大于10mg/kg，济南市中党家

庄 镇 鲁 达 加 油 站 油 品 检 验 结 果

4689 . 0mg/kg，济南市中金诚加油站样

品检验结果158 . 2mg/kg。记者 段婷婷

狂风刮倒大树
附近车辆被砸凹陷

7日，尽管天气炎热，但一对老夫妻却

冒着酷暑来到32路公交车队，特意来向32
路公交车司机刘师傅表示感谢。原来，6日
中午，老大爷中暑昏迷，多亏了司机刘师

傅及乘客热心帮助及时

送 医，老大爷才转危为

安。“那天帮忙的人很多，

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换

谁都会这么做的。”面对

感谢，刘师傅这样告诉记

者。 记者 杜鸿浩

6日晚上的一阵狂风，把一棵近40年的

大树连根拔起，大树直接砸在市民王女士

的儿子的车上。据了解，车辆副驾驶的位置

已经变形凹陷了，大树的顶部直接砸到了

一楼封闭的晾台上。事后，园林抢险车赶到

现场，可由于大树的产权不属于园林部门，

没有马上处置。“我们得和街道上、城管等

一起协商，尽快给处理。” 记者 李培乐

我省公开征集
省级创投引导基金

据齐鲁网报道,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产业引导作用，加快我省创业投资行业

发展，根据《山东省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鲁财企〔2009〕68号，简称

《暂行办法》)，我省启动公开征集2017年度

合作创业投资企业(含省级创投引导基金

子基金)的具体工作。据了解，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是由省政府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

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

泉搜索06

立秋不凉 高温还将继续
明天降雨后气温将略有下降

7日立秋，不过闷热的天气仿佛让人感受到了“秋老

虎”的威力。济南市气象台8月7日1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9日降雨之后气温将略有下降。

7日夜间到8日多云转晴，南风短时北风2～3级，明晨

最低气温24℃左右，最高气温34℃。高温中暑气象等级很

热，较易发生中暑。9日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雷雨时

阵风7～8级，最低气温24℃左右，最高气温32℃左右。

10～11日多云为主，南风2～3级，气温上升。12～13日
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2～3级，雷雨时阵风7～8
级，气温下降。14日多云，北风转南风都是3级，气温变化不

大。 记者 段婷婷

唯一通公交的立交主体完工
搬倒井立交建成后意义重大

据齐鲁网报道，8月6日下午1时左右，京沪高速济南连

接线搬倒井互通立交最后一联现浇梁完成浇筑，标志着该

工程主体工程施工提前6个月完成，为2017年年底通车目

标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近9
成，目前将转入最后的路面工程和附属工程的施工。

据了解，搬倒井互通立交自2015年9月份开始施工，是

济南唯一一座可以通公交车的立交桥。建成后，填补了济

南“怪坡”路段因为事故高发而不通公交车的空白。搬倒井

互通立交是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成后对于促进济南乃至山东与北京、上海的连接，推动城

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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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品牌灯具不符合标准
省城公布家装材料、灯具等抽查结果

近期，济南市工商局对流通领域家装材料类、灯具类、

电线电缆类、钢材类商品进行质量抽查。

家装材料中，济南市历城区爱军装饰材料经营部销售

的一品三维牌聚醋酸乙烯乳液，游离甲醛不合格，该产品为

河北仁浩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灯具类中，济南市天桥区金汇

照明电器商行销售的同宇牌LED照明灯、济南市历城区陈伟

建材经销处销售的天奕牌卧室灯、济南市历城区涵城五金商

店销售的子弹头转换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不合格项目

为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防护、绝缘电阻等不合格。

另外，闽源、JG品牌钢材；宏达、胜华星、普照等品牌电

缆不符合标准要求。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欣

田园新城集中选房

7日，省教育厅下发《齐鲁名师齐鲁名校

长建设工程 (中等职业教育 )实施方案

(2017—2020年)》，面向全省中等职业学校

在职教师、校长和副校长，遴选80名齐鲁名

师、20名齐鲁名校长工程人选，进行重点培

养，培养周期为3年，经考核合格后，认定为

“齐鲁名师”“齐鲁名校长”。记者 董广远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以

来，山东省级财政累计筹集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奖补资金22 . 44亿元，支持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目前，全省获得

财政支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年产新

能源汽车5万辆。新增公交车中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占比在70%以上。全省充换电站

突破千座，充电桩数量近2万个。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省级财政22亿支持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行业

钢铁水泥工业排污
须申领许可证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

政策，自2017年11月1日起，济南市钢铁、

水泥工业相关企业必须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

物。钢铁工业排污许可证的申领范围为含

有烧结、球团、炼铁、炼钢及轧钢等生产工

序的排污单位。据悉，济南市上述类别企

业需尽快登录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

统提交申请。 记者 段婷婷

近日，田园新城项目指挥部组织集中

选房，有46户被征收居民选择货币补偿方

式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133户居民选到

心仪安置房，选房率84%。7月13日，历城区

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补偿签约期

限为7月22日至9月19日。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王念锋 李昂朔

服务

日前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济南

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各县区政府要尽快

完善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这

“三区”的划定方案，组织绘制本行政区禁

养区分布图，向社会公布。下一步，济南将

集中开展关闭搬迁行动。 记者 杨璐

省城将绘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8月7日，济南市旅发委在中豪大酒店

召开全市星级饭店创城工作观摩现场会。

通过现场学习，与会者对

星级饭店创城工作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表

示将结合自身实际，汲取

先进经验加大对星级饭

店的科学管理，为我市创

城工作贡献力量。记者

张淑芬 通讯员 王亚

历城中小学素质教育基地
开始供热改造

为加快燃煤锅炉的改造进度，向全面

实现“零排放”、“零污染”的清洁能源供热

模式迈进，济南热力集团积极推进清洁能

源替代工程建设。近期，济南热力集团对济

南市历城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基地进行供暖

改造。 记者 张淑芬

王玉君同志任临沂市委书记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日前，省委决定：

林峰海同志不再担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

常委、委员职务；王玉君同志任中共临沂

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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