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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82期中奖号码为：3、0、
2。下期奖池奖金：9,975,303 . 44元。

排列5第17282期中奖号码为：3、0、
2、2、2。下期奖池奖金：271,986,506 . 28元。

大乐透第17121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1、06、12、26、31,后区：01、07。下期一等奖

奖池奖金：4，271，765，199 . 07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10月16日

近日，聊城高速交警查车时，发现一

辆捷达轿车司机丁某酒驾，经测试呼气结

果为52 . 4mg/100ml，达到酒驾标准。经

查，这位酒司机居然在9天前，刚刚因为酒

驾上高速被查处。时隔9天这名司机就耐

不住寂寞，继续酒驾上高速。因二次酒驾，

交警对这名执着的酒司机丁某处以吊销

驾驶证并行政拘留的严厉处罚。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李晓辉

酒司机两次开车上高速

老人雨中被卡护栏
博兴交警帮大忙

小伙持伪造驾驶证
发证机关竟写“交警支队”

据水母网报道，近日，烟台交警在夜

查行动中查获了一名伪造驾驶证的莱阳

籍驾驶员,令民警哭笑不得的是驾驶证正

页左下角的颁布机关竟然是“山东省莱阳

市交通警察支队”。“我干了20多年交警,
头一次看见假到这个程度的驾驶证。”李

警官哭笑不得地说。驾驶员孙某某在趁乱

之余将车和行驶证扔在现场逃跑。目前,
交警部门根据孙某某留下的证件信息,对
其进行调查和抓捕,并依法将他的车辆扣

留，同时奉劝孙某某立刻投案自首。

交通进行时

礼让斑马线 我为你点赞
利津交警开展交通宣传活动

3D第2017D282期：5、6、8
七乐彩第2017121期中奖号码为：

02、07、09、11、19、21、23 蓝球：03
2017年10月16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张波志愿服务队开展服务活动

行业

公 告
济南远筑集装箱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余胜军：

你单位职工程抱江向我局提出的工伤

认定申请，我局已予以受理。因你单位已不

在注册地址生产经营，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

程抱江的申请事项为：认定其于2014年6月
21日在公司内从事插板工作时摔伤的情形

为工伤。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申辩意见及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0日内，你单位应向我局提交对该

工伤认定申请案件的申辩意见及有关证据。

逾期我局将根据相关证据，并依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办理。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0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东营区供电组织廉洁宣讲
为提升党员干部及员工遵章守纪和廉

洁意识，国网东营区供电公司于9月1日至

31日在公司内部组织开展分13个支部进

行党规党纪廉洁大宣讲活动，公司邀请党

校讲师进行警示教育培训，公司机关部室、

供电所等共计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公司党政一把手和在家的公司领导参加了

此次培训。 薛月月

广饶供电“义诊”用电设备
日前，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服务人员到

镇政府驻地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

开展三天用电设备“义诊”活动，听取供电服

务意见，为客户提供“可靠用电”，确保双节

期间安全用电。截至目前，对发现的5处紧急

缺陷进行了整改，对发现2处的客户资产隐

患，下达了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 张万万

河口供电消缺保供电
为保障供电质量，确保电网安全可靠

用电，近日，国网东营市河口区供电公司输

电运维班组织人员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加强对35千伏线路进行巡视，仔细查找

线路隐患并及时消缺，确保隐患全部消除。

此次隐患排查工作确保问题早预防、早发

现、早处理，有效保障了电网稳定运行。

徐兆贺 李春娜

百态

为树立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10
月12日，东营市利津交警联合志愿者协会

开展“礼让斑马线 我为你点赞”活动。活动

中，民警与志愿者一同上路，引导市民及机

动车礼让为先，和谐文明，共同营造和谐文

明的道路交通环境。通过文明劝导，教育广

大车主朋友自觉文明礼让斑马线；教育广

大行人行文明路，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

翻越交通隔离设施，让更多市民养成礼让

斑马线的文明风尚，让“礼让斑马线”成为文

明驾驶常态，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点

赞和好评。记者 王僖 通讯员 王庆波

长清一次签约37个项目
总投资额为该区历史之最

10月16日，长清区举行2017年下半年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大会，签约项目37
个，总投资额1220亿元。为该区一次性集

中签约投资金额的历史之最。其中,投资30
亿元以上项目12个。

此次签约的37个项目涵盖产业、文

化、商业、民生等多个领域。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李娜

近日，东阿接连发生三起类似的诈骗

案件。对方先冒充社保人员告知社保卡被

刷钱，再冒充法院法官让受害人交开庭费

用，通过让受害人查询来电号码真伪，骗

取受害人信任。骗子手段层出不穷、花样

百出。

值得庆幸的是，东阿

县刑警大队民警上下联

动，与时间赛跑，分秒必

争，才使得这三起案件的

受害人避免上当受骗，及

时为他们挽回5万余元的

损失。谭文利 耿淑琴

东阿刑警与时间赛跑
为百姓撑起“反诈”保护伞

济南湘西临沂举办联动招聘
记者从济南市就业办获悉，2017年10

月16日至17日，济南市会同湘西州、临沂

市三地联动，共同举办4场以“就业扶贫送

温暖，网络招聘连四方”为主题的网络招

聘会，10余家省市企业提供适合贫困劳动

力的就业岗位1100个。

记者 王红妮 通讯员 王志坚 任绪来

轨交M1线将启动
管线绿化迁改迁移

16日，济南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济

南市轨道交通M1线工程管线迁改、绿化

迁移、便道施工土建工程监理中标公示

公告，工期120天。

M1线是一条规划贯穿主城区的东

西向主干道，途经槐荫区、天桥区、历城

区、历下区、高新区等行政区，覆盖腊山、

旧城、燕山、高新区、王舍人等城市片区中

心，连接济南西站、济南火车站、济南新东

站三大铁路枢纽，衔接腊山商业副中心、

旧城商业区主中心、燕山商业副中心、会

展中心等重点区域，为沿线居住区、商业

区及综合交通枢纽之间提供一种方便快

捷的出行方式。本线路全长38 . 3公里，全

部为地下线路。 记者 杨璐近日，滨州市博兴交警大队民警在辖

区内巡逻至店子镇执法服务站处，一位手

拄拐杖老人被卡在马路中央的隔离护栏，

下着小雨，气温很低，衣着单薄的老人冻

得瑟瑟发抖，323省道的车流量非常大，

老人十分危险。

民警发现后，立即上前帮助老人，

搀扶老人过马路。事后，老人告诉民

警，她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将她赶出

家门，老人是为了去找镇政府帮忙协调此

事，却因不认识路，在准备钻过隔离防护

栏时，不小心被卡在了此处。巡逻民警首

先劝导老人，不要横穿公路，一定要行至

开口或者是红绿灯路口，走

斑马线过马路才是最安全。

随后将老人护送至镇政府。

路上，老人含泪说，你

们真的太好了，这样的冷雨

天心里特别暖。 记者 王

僖 通讯员 周瑞

莱西交警大队规范
快递外卖电动车管理

16家建材商户欠租“跑路”

租金还没缴纳就玩消失，2014年，有

16家在济南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简称

居然之家)经营的商户却突然“跑路”，失

去联系。从今年4月至今，天桥法院执行局

耗时半年，陆续“找回”了12家商户，追缴

欠款60多万元。

记者 范洪雷 通讯员 谢康

泉搜索09

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小雨
本周济南气温先降后升

过去的一周就像经历了秋冬两个季节，本周济南天气

转为晴间多云，气温先降后升，前半段轻雾、小雨和降温，

16日，济南市区最低温度13 . 6℃，最高温18 . 6℃。17日傍晚

开始部分地区将有下雨，气温将略有下降。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16日夜间到17日阴，17日傍

晚到夜间部分地区有小雨，北风2～3级，17日早晨最低气

温11℃～13℃，最高气温17℃左右。

18日阴转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左右，最高

气温17℃。19日～21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气温逐步上

升。22日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2～3级，气温略有下

降。23日多云转晴，北风3级，气温变化不大。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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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园大街西延快速路招标
项目总投资约29 . 8亿，工期约450天

据齐鲁壹点报道，北园大街西延快速路开始招标了。

16日，济南市公共资源网上挂出北园大街西延快速路建设

工程监理、施工资格预审2则招标公告。北园大街西延东起

二环西路匡山立交，西至规划南北3号路，全长约5 . 6公里，

项目总投资约29 . 8亿，施工工期约450天。

北园大街西延快速路将连接北园高架与西绕城高速，

沿途还经过京沪高铁正线。京沪高铁正线以东至二环西路

的3 . 4km是高架快速路，高架桥双向六车道，宽度25 . 5m；

京沪高铁正线以西至京台高速2 . 2km为地面快速路，道路

红线宽70m，主路双向六车道。不过，目前，北园大街西延快

速路最终是否为地面快速路+高架还未最终明确。

近年来，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快速

发展，莱西市从业电动车逐年增加，部分

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为抢时间，肆无忌惮地

闯红灯、逆行，给交通管理和市民安全带

来了极大影响。为此，莱西交警大队主动

延伸服务，创新推出“四统一”管理模式，

即企业统一外观颜色、统一标识、统一车

辆编号、统一信息备案，并协调保险公司

为快递外卖电动车和驾驶人办理了强险。

规范的管理和及时的安全教育，使莱西市

城区电动车事故同比下降了14 . 75%。

记者 郑希平 通讯员 丁绍雷

垦利供电组织设备检修

汶上供电服务“三秋”用电
10月6日，针对“三秋”农业生产用电

特点和安全生产形势，汶上县供电公司制

定“三秋”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依托供

电所，成立电力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

送指导农户安全用电，帮助农户架设临时

线路，解决用电难题,同时加大安全用电宣

传力度，确保农民朋友安全可靠用电。

刘钦同

东营区供电服务促减排
近日，国网东营区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

务队前往万通化工有限公司、启发化工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面

对面沟通交流，引导企业做好节能减排，增

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指导企业采

取节能降耗措施，促成尽快实施“以电代煤”

“以电代油”等节能改造项目。 薛月月

近日，东营市垦利区供电公司变电检

修班进行了110千伏垦坨变电站1号主变

及110千伏、35千伏I段母线检修消缺及精

益化整改工作。检修人员完成了1号主变

直流电阻、绝缘电阻、介质损失、直流耐压

等试验项目，各项试验结构均无异常。此次

共累计消除缺陷32处，可消除精益化查评

失分项75 . 5分。 苟冬

10月17日上午9:30，济南市委副秘书

长、市扶贫办主任吴兴金带领有关人员到

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市民关于贫

困户精准识别退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市民拨打12345、
发送短信(106-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

网市长信箱、济南12345官方微博微信、手机

APP积极参与。 记者 杨璐

济南市扶贫办主任
今接12345热线

报务

我省地名标准化工作全国领先
10月16日上午，在中国地名学会城市

地名专业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2017中
国城市地名济南研讨会召开。据了解，山

东和济南市在地名标准划方面所做的工

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记者 郭学军

第38届趵突泉菊展下周开幕
31家外地单位来参展

16日，记者从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管理中心了解到，第

38届趵突泉菊展将于本月25日开幕，目前正在进行有序布

展中。记者在趵突泉景区内看到，园林工人们正在各个展

位上进行紧张有序的布展工作。据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

召开，今年菊花送展工作比往年提前了3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菊展外地参展单位增至31家，由此

也可以看出，突泉菊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养菊专家的认可。

今年菊展出现三个新亮点，一是强化废物利用，不少

作品是利用废旧物品搭建而成；二是外来参展单位增加至

31家，品种菊大幅度增加；三是小景造型萌力十足，势必将

成为孩子的最爱。 记者 张淑芬

近日，济南公交七公司“张波志愿服务

队”成员隋超、许文涛、赵树生、武婷婷、李亮

和林洪涛在解放桥北和七里河两大公交站

点，为广大乘客、市民提供换乘咨询、发放便

民乘车图等多项志愿服务。他们利用休息时

间，不断开展文明服务展示、文明交通宣传等

活动，提升公交优质服务水平。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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