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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

排列3第17240期中奖号码为：5、
1、7。下期奖池奖金：10,871,513 . 92元。

排列5第17240期中奖号码为：5、1、
7、0、3。下期奖池奖金：282,911,015 . 78元。

大乐透第 1 7 1 0 3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4、19、20、24、29,后区：03、04。下期

一等奖奖池奖金：4,188,619,607 . 84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9月4日

近日，天桥交警在北园大街银座下桥

口设卡查酒驾时，一辆车牌号为鲁A8***5
的小型货车被交警拦下。经测试，该车司

机房某呼气结果为85毫升/100毫升。经询

问，房某当天中午为岳父庆生。席间，喝了

半杯白酒，因担心车上的西瓜放坏，傍晚

就驾车来济南卖西瓜。经查，今年8月13日
方某刚刚考取驾照，新考出来的还没有

捂热乎就栽到交警手里。记者 吴永功

给岳父庆生后喝酒
卖瓜实习司机栽了

车辆行驶中突然自燃

外地大货到济南违法上路
安装翻牌器躲抓拍

服务

3D第2017D240期：5、9、1
七乐彩第2017103期中奖号码为：

04、09、14、17、22、25、29 蓝球：11
2017年9月4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行业

3日15时52分，位于济南市建设路三

箭如意苑小区一个一岁大的儿童脚被卡

在秋千内，济南市公安消防支队英雄山

路中队接到指挥中心命令立即赶往现

场。到场后，发现儿童

的脚被卡在秋千内无

法动弹，消防官兵立即

利用液压扩张钳将铁

质秋千撑开，经一番努

力成功将儿童的脚取

出。 记者 李培乐

儿童一只脚被卡秋千内

总站推“双节”直通售票窗口

高速路分道口倒车
驾驶证12分瞬间没了

9月3日晚，市民张先生驾车返家的

途中，车辆突然冒烟起火，由于车上没有

灭火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越来

越大，吓得他连忙打开车门逃下车并报

了警。在附近巡逻的民

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配

合 消 防 人 员 将 火势扑

灭，据悉，事故没有造成

额外损失。遗憾的是车辆

基本已经报废。

记者 李震

9月4日，济宁高速交警任城大队民警

利用智能监控巡逻时发现，济宁北内广场

附近的分道口，一辆车牌号为鲁H576XD
的白色轿车正在倒车，值班人员迅速对其

抓拍、录像固定证据，通过公安部“六合一”

平台对该车比对分析，并上传到交通违法

处理平台。根据法律规定，高速公路上倒车

面临的处罚是罚款200元、扣12分。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刘桂林

办假证应付交警
被查后竟谎称醉驾被吊销

9月4日8点多，一辆白色小轿车途经

沈海高速铁山收费站时被拦下，司机隋

某出示的驾驶证有较大疑点，民警当即

进行对比，结果系统显示隋某无证驾驶。

隋某谎称曾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为了

应付交警查车，就花钱办了个假证。由于

司机隋某私自使用伪造、变造的驾驶证，

民警没收了证件，并处以2000元罚款和

15日内拘留的处罚。 记者 吴永功

泉搜索06

省城小雨过后“秋老虎”再来
最近气温持续回升，7日达32℃

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办法公布
被评C级相关干部不得评优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食品安全工

作评议考核办法》，考核主要从食品安全工作措施落实情

况和食品安全状况两个方面，对食品安全工作组织领导、

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保障水平等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评议

考核，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

考核基准分为100分，结果分A、B、C三个等级，对考核

结果为C级的市政府，省食安委委托省食安办会同相关部

门约谈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必要时由省政府领导同志约

谈该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该市有关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

评奖、授予荣誉称号等。

记者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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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校园”走进两所校园
9月6日、8日，省文化馆开展的“非遗进

校园”活动走进济南南辛庄小学和普利中

学，主办方希望各种非遗表演艺术和传统

手工艺走进校园，培养学生们学习传统文

化的自觉，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

同时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 记者 郭学军

百态

济南数字影院已达47家
济南市文广新局刚刚举办的全市文

广新系统工作交流座谈会传出消息，截至

7月底，全市新建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81家，改造提升贫困村文化大院62家，

完成297家省定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达标建设工作。全市数字影院总数已达47
家，银幕314块，总座位4 . 22万个，票房收

入2 . 1亿元，同比增长13%。记者 郭学军

进入9月份，济南一直保持了晴好舒适的好天气，让不

少市民感到惬意。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夜间和明

天夜间省城将有小雨，不过7日～9日最高温将升至32℃，

夏天还留着这个小小的尾巴。“秋老虎”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根据济南市气象局4日预报，4日夜间到5日白天阴转

多云，夜间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南风2～3级，5日早晨最低

气温21℃左右，最高气温27℃。5日夜间到6日小雨转多云，

南风短时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最高气温27℃左右。

7日～9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左右。

10日～11日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2～3级，气温下降。

记者 段婷婷

9月4日凌晨3点左右，市中交警大队

指挥中心接市民报警举报，党杨路有四五

辆大货车号牌不清在路上疾驰，有的车牌

上还有翻牌器。接警后交警赶赴现场，依

法对车内进行检查，在3辆大货车的驾驶

室内，均发现了控制车牌的按钮。由于大

货车涉嫌超载且放大号不清、故意遮挡号

牌的交通违法行为，目前车辆已被暂扣，

等候进一步调查处理。记者 吴永功

城市非居民用水污水
处理费每方上调0 . 1元

近日，根据《省物价局等3部门关于贯

彻落实发改价格〔2015〕119号文件加强污

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规定，

济南市城市(公共管网)供水价格中非居民

用水、特种用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由每

立方米1 . 30元调整为1 . 40元。调整后非居

民用水到户价格由每立方米5 . 95元调整

为6 . 05元，特种用水到户价格由每立方米

16 . 20元调整为16 . 30元。规定自2017年8
月1日起执行。 记者 段婷婷

2017年暑运，济南国际机场安全保

障飞机起降约21623架次，服务进出港

旅客约270 . 5万人次。据悉，暑运期间，

济南机场新增、加密航线30余条，各航

空公司航班量加大，每周航班总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25%-30%左右，济南至广

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旅客客流旺

盛。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徐悦

暑假济南人爱坐飞机
去广州、重庆等地

济南市房管局局长
今接12345热线

我省首批2800人
入选创新创业教育导师库

据齐鲁网报道，9月4日，山东省教育

厅发布《关于公布山东省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导师库人员名单的通知》，经评审、

公示，确定了山东省创新创业教育导师库

名单，共2800人。据了解，入库导师聘期为

两年，由省教育厅颁发电子聘书。对入库

导师定期考核，每年由导师本人通过管理

系统填写年度工作情况，由推荐学校考

核，报省教育厅备案。

历城区全面完成
今年扶贫项目建设任务

2017年，历城区扶贫项目共涉及18个
村，覆盖贫困户3160户，8109人，分投资分

红、畜牧养殖、光伏项目3类，随着彩石街道

办事处黑驴的引进及新的变压器成功接

入，所有项目建设全部于8月31日完工。下

一步历城区将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要求，确

保项目切实让贫困户受益。记者 郑希平

经十路各路口再添遮阳棚
据齐鲁壹点报道，4日，在经十路与建

设路交汇处，四个路口的遮阳棚已经设置

完毕，市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可以在遮阳

篷下遮阳避雨了。记者看到，经十路历山路

路口、千佛山路路口等也陆续开始安装同

款遮阳棚，以后非机动车等红灯不再害怕

高温大雨天气啦。

聚隆便民市场15日开业

纯电动汽车充电
每千瓦时最高限价1 . 45元

近日，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关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价格的通知，

确定了济南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价

格标准。

纯电动汽车(七座以下)充电服务价格

按充换电电度收取，每千瓦时充电服务最

高限价为1 . 45元(含服务费0 . 60元)。
公交纯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最高限

价为每千瓦时1 . 35元(含服务费0 . 60元)。
充电经营企业可在最高限价内下浮，下浮

幅度不限，鼓励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对

充电服务费实行优惠。 记者 段婷婷

济南“电子税务局”上线
近日，济南地税“电子税务局”上线

运行。在网上为纳税人提供在线办税功

能、涉税资料报送功能、税费申报功能、

缴纳功能、查询统计功能、税企互动功

能，共计6大类117项便民办税服务功

能，实现“让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

路”。 记者 杨璐

27名老赖“亮相”洪楼广场
近日,在历城区洪楼广场西北角LED

大屏幕上，27名“老赖”的名单连续滚动播

出，过往市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照

片、姓名、身份证号、住址或单位、欠款金

额及失信情况等内容。据了解，此举是历

城法院为惩戒老赖推出的一项举措。

记者 范洪雷

省城建立打击取缔
“地条钢”长效监管机制

为巩固“地条钢”集中整治成果，杜绝

“地条钢”制售行为死灰复燃。日前，济南

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区政府(含济南

高新区、市南部山区管委会)对本辖区打击

取缔“地条钢”工作负总责，依据逐级签订

的责任书，对发现疑似“地条钢”的企业，

坚持露头就查、查准即打，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 记者 杨璐

“双节”临近，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特

别设置了国庆、中秋“双节”直通售票窗

口，9月26日前，广大旅客在此窗口可优

先购买“双节”假期期间客票，并可享受

购票9折优惠。不仅如此，广大旅客还可

在该窗口享受到“双节”期间客票退改

签及咨询等便捷服务。

就目前总站客票预售情况来看，出

行高峰将会集中在9月30日和10月1日。

总站提醒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通过

微信购票、官网购票、电话订票等多种

途径提前订购车票，以便总站及时掌握

广大旅客的出行信息，科学合理安排运

力，保障广大旅客顺畅出行。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9月15日，位于洪楼西路中段的聚

隆广场地下一层的聚惠便民市场将正

式开业了。目前，聚惠便民市场的装修

基本完成，已有多家蔬菜、水果、熟食、

副食品等业户签约，摊位有近百个，使

用面积共计1500余平方米,聚惠淘宝城

及聚惠便民市场建筑面积3400余平方

米，可提供180余摊位。 记者 郑希平

我省新增20个美丽休闲乡村
据齐鲁网报道，日前，省农业厅、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公布山东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创建名单的通

知》，评选出新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创建单位，包括10个省级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20家山东省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点、22处山东省生态休闲农

业示范园区、20个山东省美丽休闲乡村和

20处齐鲁美丽田园。

9月5日上午9:30，济南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城市更新局)党委书记、局长

徐春华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

民来电，听取市民关于城市更新、住房保

障、房产交易管理、物业管理以及党风政

风行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市民拨打12345、发送短信(106-
3531-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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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资格证考试今起报名了
考生无需现场确认

据齐鲁网报道，山东省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9月5日开始报名，报名流程分为考生个人网上

报名、考区确认、网上缴费3个步骤。

考试日期为2017年11月4日，各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
钟，全部为纸笔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5日至8日16时，

逾期不再接受考生补报。通过确认的考生于9月10日16时
前完成网上缴费。考试日期为2017年11月4日。凡符合报考

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www.ntce.cn)进行网上注册。按照报名系统界面要求，如

实填写本人的报名信息，按要求的格式上传本人的近照。

考生无需到现场确认，网上报名后等待确认结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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