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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96期中奖号码为：3、1、
8。下期奖池奖金：10,323,288 . 68元。

排列5第17296期中奖号码为：3、1、8、
9、9。下期奖池奖金：254,976,832 . 90元。

大乐透第 1 7 1 2 7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2、15、18、21、22,后区：03、10。下期

一等奖奖池奖金：4,224,508,242 . 85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10月30日

酒后殴打前台被拘留

大巴车高速路倒车
差点引发车祸

老人外出忘事流落街头
近日，一位李姓老人坐公交车外出找

老朋友，可是没想到下了公交车后自己什

么也记不起来了，独自走到大明湖北门附

近时，被在北门执勤的保安人员发现并报

了警。在附近巡逻的历下巡警一中队民警

接到警情后迅速赶到了现场，虽然经过民

警的再三询问，可此时老人对子女及家人

的联系方式均没有印象。民警通过公安查

询系统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女儿，并与其

女儿取得联系。 记者 李震

服务

3D第2017D296期：9、5、9
七乐彩第2017127期中奖号码为：

03、06、07、08、11、18、27 蓝球：12
2017年10月30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物价
9月济南烟酒商品
销售额环比上涨96 . 5%

上月济南超半数生活
必需品价格微涨

百态

日前，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全市样本监

测企业消费市场分析，今年9月份监测企

业零售业共实现商品销售总额109 . 2亿
元，同比上涨8 . 21%，1-9月份零售额累计

579 . 2亿元，累计同比上涨2 . 21%。在分类

商品运行特点上来看，9月份粮油、食品类

实现销售额14 . 9亿元，环比上涨36 . 2%。

其中肉类商品销售0 . 56亿元，环比上涨

0 . 96%；蛋类商品销售额0 . 189亿元，环比

上涨17 . 2%，9月份。烟酒类商品实现销售

额2 . 3亿元，环比上涨96 . 5%。记者 张鹏

我省清理行业协会商会
11类违法行为

据齐鲁网报道，为全面加强和规范涉

企收费管理，做好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

涉企收费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已有82个
行业协会商会提出调整或取消收费项目

共计55个，这些收费项目和标准调整或取

消后，2017年可降低涉企收费579 . 54万
元。此外，山东省民政厅还重点清理规范

了行业协会有无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

收取会费、有无利用(借用)行政权力和垄

断地位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

等11类违反法律法规的收费行为。

济南检验检疫局截获大批量海参
近日，济南检验检疫局从来自美国的

邮包中截获一批海参，共计7 . 3千克。邮寄

人未向检验检疫部门申报，且不能提供相

关证明，该局依法对其实施退运处理。这

是济南邮政口岸历年来截获的单批次最

大量的海参。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请勿从境外邮寄和携带海参等水生动

物产品入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

烦。 管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郭建波
10月24日以来，长清城关派出所多

次接到群众报警，称黄河商场周边多个

沿街商铺监控线路被割断，白天修好后

夜间再次被割断，且嫌疑人破坏的时间

段集中在凌晨12点至凌晨3点。26日24时
许，嫌疑人再次作案时被巡逻民警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郝某家

住长清区文昌街道办

事处某村，因抱怨命运

不公，觉得搞点破坏心

理有满足感，没想到这

么快就被抓获。

记者 李培乐

男子割监控线路泄愤被抓

司机撞车后竟逃逸

10月29日，G3京台高速曲阜路段，一

辆山西牌照双层长途大巴车，在匝道口走

错路后原地倒车，该路段车流量很大，大

巴车倒车过程中，几次逼停后方车辆，让

查看监控的高速交警都忍

不住捏一把汗。济宁高速交

警支队曲阜大队民警对该

车处以记12分，罚款200元
的处罚，驾驶员驾驶证将面

临降级。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赵芬

近日，青岛胶州交警大队接到报警，

辖区发生恶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一辆电

动三轮车被撞成麻花状，三轮车驾驶人伤

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肇事车辆逃

逸。此后不久，伤者经抢救无效身亡。经过

排查，确定肇事车辆为轿车。10月29日，

刘某来到交警大队投案。刘某称自首后心

里总算踏实了。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秦浩

莱芜枣园收费站停止收费

钱包失而复得
乘客送来书画感谢

前几天，乘客崔老师乘坐89路公交

车，将装有重要文件的提包遗失在公交

车上，驾驶员丁宁宁拾到并及时联系到

了失主崔老师。回到家他写了这幅表扬

字画，并于20日装裱好送到了车队。原

来，当时坐车时顺手将提包放在了靠近

车皮的座位内侧下车时忘了自己的提

包。 记者 李培乐

10月29日起，东航济南始发航班将正

式执行冬春季航班时刻表。为了给市民出

行提供便利，东方航空山东分公司对济南

始发航班时刻做出了相应调整。东航为配

合此次换季，推出了优惠政策，其中上海航

线单程最低300元起，长春航线单程最低

350元起，西安航线晚班单程最低200元起

等。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菡 刘炜

东航执行冬春季航班时刻

泉搜索06

今天最高温17℃左右
本周以晴到多云为主

最热职位竞争比暂时129:1
国考报名首日,我省考生热报国税部门

30日，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拉开帷幕。报

名首日，哪些职位比较热门？据统计，截至30日下午4：30，
涉鲁职位报名人数排名前三位的部门全部来自山东省国

家税务局，其中竞争最大的职位出自成武县国家税务局，

竞争比为129:1。
根据华图教育统计，截至10月30日下午4：30，国考职

位中山东职位报名人数5479人，待审核人数5334人，通过

审核人数145人。最为火爆的前三个职位均来自山东省国家

税务局。山东省国家税务局成武县国家税务局“科员四”职位

成为最热门的职位，招考两人，报名人数已达258人，竞争比

129:1。本次国考报名将一直持续到11月8日。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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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电梯意愿已达490部
济南老旧小区改造完成9成

30日下午，全省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作视频会议

在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

截止到目前，济南市已完成老旧小区583万平方米、126个
项目的整治改造工作。其中，2017年计划整治改造项目为

281个，703 . 7万平方米，涉及住户90234户，目前已全面开

工，完成工程量的90%。

在整治改造过程中，采取了与拆违拆临、弱电杆线整

治、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节能改造等相结合的措施。截止到

目前，老旧小区拆违拆临建筑面积达20 . 8万平方米，有增

设电梯意愿的项目490部，已有133个单元业主达成一致加

装电梯意见，其中已完成方案设计的有67部。记者 张敏

播报

济南倡议“移风易俗办后事”
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获悉，日前，济

南市殡仪馆、莲花山殡仪馆、长清区殡仪

馆、章丘区殡仪馆、平阴县殡仪馆、济阳县

殡仪馆、商河县殡仪馆、济南市回民殡葬

服务站等殡葬服务单位联合发出“移风易

俗办后事”倡议书，呼吁开展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行动。 记者 郭学军

历城区惩腐抓早抓小

历城用制度移风易俗
历城区纪委积极完善作风建设制度，

并行之有效地持续坚持，对脱离实际的加

以修订，对容易反弹的加以重申，对新生

变异的加以重申，累计修订相关制度20余
项，推进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规范

化。 通讯员 何颖

历城打好纠四风攻坚战
历城发挥40人的“党风政风监督人员

库”作用，紧盯“四风”新动向，不定期开展

暗访，解决突出问题，用好历城廉政网、历

城清风微信平台，鼓励群众举报“四风”问

题，激发群众监督正能量。通讯员 何颖

历城区纪委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

管，坚持盯小事、纠小错、办小案，使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批评教育“勤浇树”，宽严相济

“正歪树”，今年累计组织诫勉谈话260余人

次，营造了良好生态氛围。 通讯员 何颖

日前，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根据莱芜市

政府提出的撤销242省道台子—莱芜公路

莱芜枣园收费站申请，经征求省财政厅、

省物价局同意，印发《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对莱芜枣园收费站有关问题的批

复》，莱芜枣园收费站将于2017年10月31
日停止收费。 记者 王健

近日，泺源大街某商务酒店内，来

了三位男子。当时处于醉酒状态的安徽籍

男子孔某及其朋友办理住宿登记，服务员

发现孔某所持身份证照片与本人相貌有

差距，就说了句怎么相片和本人看着不太

像呀。孔某听说本人和身份证不像，非常

激动，先是扔身份证砸服务员，后来用拳

头猛击。趵突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将几人控制。结果，涉嫌故意殴打他人的

孔某被行政拘留和罚款。记者 李培乐

这轮冷空气带来了湛蓝的天空，让不少市民很陶醉。未

来一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气温上蹿下跳，注意加

减衣物。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晴转多

云，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4℃左右，有霜

冻，市区及其他县区7℃左右，最高气温17℃左右。11月1日多

云，南风3～4级阵风6级减弱到2～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

8℃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11℃左右，最高气温17℃。

2日多云间晴,南风转北风都是3级，气温回升。3日晴，

北风3～4级，气温下降。4日～6日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都

是3级，气温逐步回升。 记者 段婷婷

地产企业家财富排行
我省无地产企业上榜

老年人防诈骗活动启动

峄城供电:检查进医院
10月17日，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户

服务分中心组织人员到峄城区中医院开

展安全用电检查，提前发现和消除隐患，

确保设备可靠运行。该中心工作人员为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医院安全用电管理，并向

院方人员讲解安全用电知识、常见用电故

障判别及处理应对方法等，切实提高医院

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确保医院安全可靠

用电无忧。 刘西华

山大宿舍楼门禁“刷脸”进门
今天你刷脸了吗？在职场，每天刷卡

刷指纹考勤早已经司空见惯。近日，山东

大学在中心校区和洪家楼校区学生宿舍

楼里启用刷脸智能通道，进出宿舍都需要

“刷脸”，这也是山东首个“刷脸智能通

道”，只需要在设备前站定2-3秒，就可以

轻松进出宿舍。 记者 董广远

历城严格执纪审查
历城区纪委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

压态势，积极发挥“3+6+N”模式效力，不

断加大力度、提高效能。继续推行清单管

理和对账销号制度，坚持一周一调度、一

月一考核、一季一问责，把问题化解在基

层。 通讯员 何颖

据济南市商务局监测的163种商品中，

92种商品价格上涨，占56 . 44%，67种商品

价格下跌，占41 . 1%，4种商品价格持平，占

2 . 46%，其中，涨幅超过40%的有1种。据悉，

9月份雨水少、日照足，良好的天气为蔬菜

的生长、运输、销售等环节提供了有利条

件，虽然蔬菜总上市量较8月有所下降，但

价格整体稳中有降。9月份正值夏末秋初，

不仅各个产区种类繁多的柑橘类水果迎来

上市期，苹果、梨也有新一季品种上市，香

瓜、冬枣、石榴的上市量也同比增长，接下

来将是柑橘类水果的天下。 记者 张鹏

近日，由山东省老龄办、山东省公

安厅、山东省金融办主办，济南市老龄

办、济南市公安局、济南市金融办、济南

市历下区委、历下区政府承办的山东省

暨济南市2017年“老年人防诈骗防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历下区

文化广场举行。

截至2016年底，省老龄办、公安厅、

金融办等部门多次就老年人防范诈骗和

非法集资工作做出安排，采取有力措

施，大力推动防范宣传教育，努力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防范诈骗和非法集资

的良好氛围，着力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和非法集资行为，保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潘思兴

3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7胡润房

地产企业家榜》，许家印时隔六年再次成

为地产首富。曾连续5年雄踞榜首的万达

王健林，下滑至第三位。接受万达文旅城

项目的融创孙宏斌地产财富猛增，位列第

四。上榜企业总部在广东、北京最多，山东

无地产企业上榜。山东地产企业没有上

榜，只有一位上榜地产商出生地为山东。

记者 段婷婷

济铁部分列车可微信补票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官网信息，铁路部

门将于11月份推出互联网、车站窗口及自

助售票机购票微信支付功能。日前，记者

从济南铁路部门获悉，目前京沪线济南客

运段车次可以通过微信补票，而其他线路

车次也会陆续开通微信支付补票功能。旅

客补票时用微信扫码即可完成票款支付，

免去找零的麻烦。 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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