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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司机开出租变造车牌
近日，济南高速支队民警在济广高速

公路天桥收费站例行检查，一辆车牌号为

鲁AT8739的出租车被交警智能交通系统

预警，该车有变造车牌的行为，被交警拦

下之后司机李某称忘带驾驶证了。民警随

即责令司机打开后备箱，后备箱打开后，

只见2个字母D磁性号牌贴放在里面。面

对当场查获的磁性号牌贴，司机顿时就招

了，李某将面临严厉处罚。

记者 吴永功

3D第2017D292期：7、1、5
双色球第2017126期中奖号码为：

01、16、17、21、27、30 蓝球：16
2017年10月26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交通进行时
重型柴油车绕城高速内拟禁行

市传染病医院将迁新址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搬迁新址问题一直

备受市民关注，近日，规划局网站发布了该

院新建项目工程规划许可批后公示。据公

示显示，该院新址搬至旅游路以南，绕城高

速公路以东，规划建设门诊医技住院楼等

建筑设施，其中主楼17层。 记者 张敏

近日，腾讯应用宝如期发布“星APP”9
月榜单，“时光手账”、“有象视频”、“寻陌”、

“三国群英传”、“三国志2017”跻身新锐榜，

“饿了么”、“优酷”、“快手”、“新浪微博”、“九

州天空城”登顶流行榜单，十款APP成为本

月十大流行应用。上榜APP
的“杀时间”(Kill Time)能力

显著，70%的上榜应用带有

娱乐消遣属性，仅有“时光手

账”、“寻陌”、“饿了么”三款

应用是有助于用户效率提升

(Save Time)。记者 郑希平

腾讯应用宝星APP9月榜发布

这仨公司因环保问题被处罚
因环保问题，近日，济南市环保局对中

车集团济南车辆有限公司、济南高新开发

区萃苑建材和济南金耐特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开出罚单。 记者 段婷婷

老人持证购票二环内免费接站
重阳节来临之际，济南长途汽车总

站特别推出“重阳爱相随”活动，凡持有老

年证的旅客，即日起至重阳节到总站乘

车，只需拨打96369预约，即可享受市区二

环以内免费接站，老人乘车全程跟踪服

务。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3名骑警为危急患儿开道

10月11日，长清中学综合楼的七个

教室，55名学生被盗现金9267元。10月21
日，长清警方根据前期研判掌握的线索，

初步判定嫌疑人刘某超现在烟台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附近活动。22日
20时，在烟台市局开发区分

局福来派出所的配合下，在

某教学楼下将刘某超成功抓

获。目前刘某超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李培乐

10月25日傍晚，一辆载有肠套叠急

症男孩的轿车，从章丘沿着经十路赶往济

南，因担心晚高峰的经十路车流大极为拥

堵，希望交警能够帮忙引导。历下交警大

队快骑中队中队长顾洪广立即带领2名
骑警前往经十路山大路口引导，在前后3
辆大功率警用摩托车的开道下，从经十路

山大路口起，载有病患儿童的车辆仅用

10分钟就安全到达济南儿童医院。

记者 吴永功非遗走进景山小学
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董凤岐

和陈光莹两位专家走进济南市景山小学,
为二年级的学生带来了两节精彩的面塑和

剪纸课。他们先后给同学们介绍了面塑和

剪纸艺术，并认真地教同学们实践创作。这

次非遗走进校园使同学们受益匪浅，既锻

炼了动手操作能力，又增加了对民间艺术

的了解和喜爱。 通讯员 孙静

泉搜索12

今天省城最高温爬上24℃
29日温度开始“俯冲”

最近济南市气温持续回升，27日最高温将升到24℃，接

下来两天温度变化不大。不过，29日开始气温明显下降。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晴，南

风3级，27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丘9℃左右，市区

及其他县区13℃左右，最高气温24℃。27日夜间到28日晴

转多云，南风3级转北风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济阳、商

河10℃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15℃左右，最高气温23℃。

29日～30日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3级，气

温明显下降。10月31日至11月1日晴转多云，南风2～3级，

气温回升。11月2日晴间多云，南风3～4级，气温继续上升。

记者 段婷婷

中小学正高教师评审232名
申报时间为11月1日至11月8日

近日，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
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函

〔2017〕223号)，2017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数量仍实行总量

控制，核定我省评审指标共232名。

2017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申报评审工作使用“山

东 省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管 理 服 务 平 台 ”( h t t p : / /
124 . 128 . 251 . 110:8185/)，单位、个人注册后进行填报审

核。相关评审表格、填表说明、材料报送方式及其他评审工

作 信 息 ，将 通 过 山 东 教 育 人 事 管 理 网 站 ( h t t p : / /
rsc.sdedu.gov.cn)发布。报送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至11月8
日。申报人员需参加答辩，具体事项另行通知。记者 王红妮

2017 . 10 . 27 星期五 编辑、组版/孙晋国

济南2000名司机快审本
持失效驾驶证上路是要被拘留的

辛辛苦苦考出驾驶证来，千万不要束之高阁。记者从济

南市车管所了解到，截止到10月25日，济南全市持有AB类驾

驶证的驾驶人已经达228915人，其中有1694人未按时参加审

验，有312人逾期未换证。车管提醒，未参加审验以及换证的

人员请尽快带上相关证件，到车管所办理相关业务。

按照规定，驾驶证逾期三个记分周期不审验或记分超

12分的，驾驶证将被降级处理。如驾驶人不在规定时间内

办理降级业务，驾驶资格将被作废。此外，持注销可恢复状

态的驾驶证驾驶车辆，将按照无证驾驶处理。

另外，持失效驾驶证上路行驶，一旦被交警部门查获

将被处罚款，甚至会被行政拘留。 记者 吴永功

济南三职专举办礼仪达标展示
近日，济南三职专顺河校区、华山校区

分别举行了2017级学生礼仪教育达标展示

活动，展示了2017级全体学生在济南三职

专9月“礼仪教育月”经过一个月的专业礼

仪训练后的成果。 记者 郭春雨

近日，位于茂岭山公墓西侧、CBD区域

的5000平方米违建开拆。据了解，这批违建

原是附近村办企业，后因破产转给村民改

成仓库，因为地跨两区，所以管理比较混

乱。根据历城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

该处违建拆完后，会由历城区山大路街道

办进行统一规划，用于绿化、停车等公益用

途的可能性比较大。 记者 张敏

CBD片区5000平违建被拆

轨交M1线相关专题报告编制招标
26日，济南市轨道交通M1线工程可

行性研究相关专题报告编制开始招标，内

容包括可研环评报告、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报告、安全预评价、节能评估报告等。

记者 杨璐

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联盟成立
26日，山东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联盟

在潍坊成立。经大会选举，山东国舜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和武当选为联盟

理事长。据介绍，山东省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联盟现已有400余家会员单位，260余位

专家，20余家技术支撑单位，多家产业发

展基金单位。 记者 段婷婷

重阳节临近，BRT7号线将增加大

魏至腊山立交桥之间班次，以方便经由

经十路腊山立交桥站点至千佛山、英雄

山的市民。 记者 王健

BRT7号线增加班次

槐荫又有6个项目落地
26日，记者从槐荫区招商部门了解到，

今年5月31日，投资意向高达737 . 25亿元的

23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后，在5个月时间内，

已有山东永芳互联网+卫品纸品智造新动能

项目、中开院济南创业街、上海尚泰生物技

术总部等6个项目相继落地、开工或运营，14
个项目洽谈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 王僖

2017万达光棍节相亲大会火热报名啦

“单身节”又要来啦，天喜缘

白领俱乐部联合本报举办单身节

大型公益相亲会，如果你还单身，

如果你品尝够了独身的苦涩，如

果你渴望收获美丽的爱情果实，

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

本次活动将采用以往的千佛

山相亲会形式，在经四路万达广

场步行街四楼我们将悬挂单身男

女的信息资料，其中包括个人的

信息以及对对方的期许要求，能

让单身人士快速筛选到符合自己

的“对象”。为了消除大家初见时

的陌生感，也为了能让更多的单

身人士顺利谈恋爱，天喜缘创办

人齐鲁第一红娘庞静女士，将提

前开设婚恋公益课堂，为单身朋

友讲解《爱的五种语言》，通过准

确的心理测评让每个人都能了解

自己，了解对方。所谓相爱容易相

处难，学会爱的五种表达方式，一

见钟情的双方就可以轻轻松松把

缘分进行下去。边逛街，边看信

息，一个电话，对方就会来到面

前。用轻松隐秘的相亲方式，帮助

大家找到可以牵手一生的伴侣。

摆脱单身，收获爱情，从此开始！

活动时间：11月11日-12日两天 活动地点：经四路万达广场
报名电话：0531-88346697 88340101 88340199
报名地址：泺源大街29号圣凯财富广场三楼346

扫 描 二 维

码 或 关 注

天 喜 缘 微

信 公 众 号

pangjing20

0 0即可在

线报名

天喜缘高素质会员重点推荐

G8485，男，未婚，1982年出

生，身高180cm，硕士，电力在编，

有车房，咨询：88346697
G8476，男，未育，1984年出

生，身高182cm，有车房，本科，国

企管理，咨询：88340101
G8434，男，离婚，1977年出

生，身高180cm，硕士，公务员，有

车房，咨询：88340199
G8452，男，未婚，1989年出

生，身高178cm，硕士，银行，有车

房，咨询：88346697
G8453，男，未育，1980年出

生，身高176cm，大专，法人代表，

有车房，咨询：88340101
G8463，男，未婚，1986年出

生，身高177cm，硕士，高校老师，有

车房，咨询：88340199
G8412，男，未育，1978年出

生，身高180cm，硕士，外企，有车

房，咨询：88340101
A6721，女，未婚，1988年出

生，身高167cm，硕士，事业单位，

有车房，父母均事业单位，咨询：

88346697
A6631，女，未婚，1993年出

生，身高168cm，本科，本市独女，

公务员，有车房，咨询：88340199
A6696，女，未婚，1991出生，

身高165cm，本科，本市独女，省直

单位，有车房，咨询：88346697
A6720，女，未育，1970年出

生，身高163cm，英语老师，多套房

产，咨询：88346697

K50路等恢复原站点运行
二环东路(经十路-旅游路)施工基本

结束，28日起，K50路、K56路、K107恢复山

东技师学院站点运行。49路恢复原燕山立

交桥南(路东)站点，新设燕山立交桥南

(路西)站点。510路新设燕山立交桥南、山

财大燕山校区(路西)站点。 记者 王健

C本开大货上高速被扣12分
近日，聊城高速交警在莘县南执法站

视频巡逻时发现，一辆红色大货车停在匝

道上，一名男子从副驾驶位置挪到了驾驶

座。随即，该车在前方被拦截。经查，高速

上驾驶车辆的赵某只有C1驾驶证。交警

对准驾资格不符的赵某罚款200元并记12
分。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李晓辉

长清中学55名学生被盗9267元

近日，济南就重型柴油车限行新规征

求意见，拟在绕城高速内禁止国Ⅲ(包括)
以下标准重型柴油车通行。近期，省内聊

城、德州、济宁三地已经对国Ⅲ柴油车划

定限行时间和区域。10月12日，济南市公

安局代济南市政府起草的《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送
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根据通告内容，拟

禁止国Ⅲ(包括)以下排放标准的重型柴

油货车(车辆最大总质量大于12000KG)
进入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通行。

记者 吴永功

公交七公司四队开展安保活动
近日，济南公交七公司四队党员驾

驶员利用休息时间开展公交安保志愿活

动。周敏、姜新和王振等党员志愿者深入

到公交车内，力排各类安全隐患，努力做

到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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