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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316期中奖号码为：2、0、2。
下期奖池奖金：9,937,416 . 32元。

排列5第17316期中奖号码为：2、0、2、
5、3。下期奖池奖金：242,943,726 . 90元。

7星彩第17136期中奖号码为：9、0、4、3、
1、8、1。下期奖池奖金：26,480,305 .37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44 . 03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19日

舅舅驾照被注销
借用外甥证件开车上高速

冒用别人驾照被质疑
司机辩称用激光打过眼

与老婆吵架上高速
车没油酒司机被查

服务

3D第2017D316期：7、2、3
双色球第2017136期中奖号码为：

03、07、10、18、21、24 蓝球：12
2017年11月19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播报

历城清单管理压实责任
历城区在济南市率先推行全面从严治

党“两个责任”清单管理工作，做到责任清单

化、措施项目化、考核标准化。创新“一书一

册一本”责任落实体系，打造责任闭环，保障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原原本本、不折不扣落实

到位。 张庆镭

历城健全问责制度
历城区纪委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

任。制定通过了《历城区工作不落实行为问

责办法》，明确问责情形、方式和程序，以规

范问责倒逼认真履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传导压力的局面。 孙晶晶

百态

近日，黄先生来电感谢济南宝来出租

公司鲁AT6342郭强师傅。原来黄先生开

车同客户洽谈业务，并带一箱货物送与客

户，但在行驶中，后备箱的货物不慎掉落，

幸亏途经此地的郭师傅相助，经过近3公
里的追赶，货物最终完

璧归赵。黄先生激动得

当 场 拿 出 现 金 表示感

谢，被郭师傅婉言谢绝。

记者 杜鸿浩 通讯员

何莉

货物后备箱跌落
的哥追三公里送还

驴子被马路小洞折断腿
老人获8000元赔偿

近日，村民刘老汉的毛驴踩入马路小

洞而折断腿的事件有了新的进展，在本报

（11月8日07版）报道后，一位钻探工程队

的工作人员上门，向刘老汉赔付了8000元
钱。今年8月，蒙阴县茂富钻探工程队在二

环北路和无影山北路交叉口附近，进行钻

孔调查地质资料过程中预留了观测孔，后

经来往车辆碾轧造成顶盖缺失，造成刘老

汉毛驴踩入坑中断腿。对此，工程队自愿

赔付8000元。对于这个结果，刘女士一家

表示可以接受，她说：“毛驴当初花了9600
多元，养了两年，既温顺又听话，腿断了只

能卖了，父亲很是舍不得。”记者了解到，

刘老汉准备拿赔偿款购买一头新毛驴，重

操旧业。 记者 杜鸿浩

行李箱中发现婴儿
已不幸身亡

近日，省高速交警总队沂源大队民警

查车时遇到一名模样异常的司机：小伙子

和驾驶证上照片，单从眼睛来看就判若两

人。面对交警质疑，小伙子说因为近视眼，

曾用激光打过眼，所以眼睛和照片不一样。

但是在经验丰富的民警面

前，没用几个回合，小伙儿

就招了。原来，他去年因为

醉驾被吊销驾驶证，此次因

公司有急事，便冒用朋友的

驾照偷偷上高速。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陈瑶

近日，在黄台魏家庄小区，居民在一

行李箱中发现一名婴儿，遗憾的是，这名

婴儿已经不幸身亡。附近居民称，没有看

到是谁扔箱子，夜间也没听到异常声响。

“早晨看到箱子时，里面也没有发出声

音，可能那时候孩子就已经不行了。”目

前，警方已经介入，案件在进一步调查

中。 记者 杜鸿浩

为取回被扣摩托
小伙竟伪造提车凭证

小伙王某驾驶的摩托车被交警依法

扣押后，不但未按照相关程序接受处罚，

竟动了歪心思。他通过网络找人伪造了交

警部门的提车凭证，来到交警的停车场，

使用伪造的凭证将摩托车提走。近日，市

中检察院公布该案称，被告人王某以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范洪雷

泉搜索09

省城今天最高温升至10℃
本周有两轮冷空气来袭，温度起伏较大

经历一轮寒潮后，济南市整体温度比此前下降了一个

阶梯，本周气温将进入新一轮“过山车”状态。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多云转

晴，20日早晨前后有轻雾或雾，南风短时北风3级，20日早晨

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丘-4℃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1℃～

0℃，20日最高气温10℃。20日夜间到21日晴转多云，南风2～
3逐渐增强到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2℃
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0～2℃，最高气温13℃左右。

22日多云转晴，北风3～4级减弱到2～3级，气温下降。23
～25日晴到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气温略有上升。26日
晴转多云，北风3～4级，气温下降。 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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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三代社保卡来了
可在全国实现直接异地结算

据齐鲁网报道，省人社厅消息，今年省本级和泰安市

作为国家级试点，将率先在全国第一批试点发行三代社保

卡。据悉，三代社保卡扩充了存储容量、增加了非接功能、

加入了CA证书，更加安全、方便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为

更好地融合居民健康卡功能，服务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强大

的载体。

持第三代社保卡就医者，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医保定点医

院住院，只需缴纳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其他费用由医

保经办机构与医院直接结算，个人不需再垫支全部的医疗费

用后，再回原参保地报销。同时，全国所有省市参加医保的人

员，在定点医院住院后，也可以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全省15 . 65万餐饮业户
纳入营改增试点

近日，威海高速交警接到路政部门报

警，一辆号牌为鲁KM75**的轿车停靠在

应急车道内，司机在车内睡觉。民警到达现

场后了解到，司机刘某晚上与妻子吵架，一

气之下，开车到新家过夜，结果车在高速公

路上没油了。交谈中民警发现刘某酒气很

重，经过检查，结果为88mg/100ml，达到醉

酒驾车标准。随后，刘某被送往医院抽血检

测。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张大伟

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截至2017年9月，

全省共有餐饮业营改增试点纳税人15 . 65
万户，较试点初期增长3 . 21万户，增幅达到

了25 . 80%，有力促进了山东省餐饮业平稳

健康发展。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许校嘉 郭勇

近日，一辆轿车途经青岛高速公路

时，因车速过快被拦下。民警在查看驾驶

证时，发现头像图片与驾车男子不同。男

子徐某承认借用了外甥王某明的驾照。原

来，徐某因多次违法未处理，驾照被注销。

王某明知舅舅已经无证，还借车辆给他，

将面临1000元罚款。徐某无证驾车，民警

当即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拘留15日的处

罚。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刘海

公交车队为环卫工人
提供避寒点

为了给环卫工人一个休息避寒的地

方，即日起，济南公交五院场区86路站房、

姚家庄103路站房向环卫工开放。车队站

房空调温度将保持在20度以上，并备有热

水、电视，随时欢迎环卫工人进站。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进恒

济南文明城
纪念封、纪念戳面世

为祝贺济南赢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济南邮政于1月19日特启用一枚纪念戳，

山东省集邮文化活动中心印发一枚纪念

封，以志纪念。纪念戳由任怀平先生设计。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汽车总站首推定制“快车”
近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特别针对商

务旅客推出“聊城商务快车”定制服务，全

部选用中小型商务车，全程高速，到达聊

城后免费送站上门，全程仅需80分钟。据

悉，“聊城商务快车”是总站推行“门到门”

服务的新增线路，不仅为旅客朋友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更最大限度地

满足了广大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旅客可

在出行前随时拨打总站热线0531—96369
咨询定票。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山东2017年累计发行
地方债券2232亿

日前，山东省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

司成功发行今年第六批地方政府债券

210 . 42亿元，至此，今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任务已圆满完成，累计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2231 . 64亿元。其中，新增债券822亿
元，按规定主要用于民生保障改善等公益

性项目支出；置换债券1409 .64亿元。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冬春运开始了
80路早晚高峰加班次

冬春运已经开始了，80路公交车，为应

对早晚高峰时段候车的乘客客流有所增长

现象，每天增加班次6班。另外，103路也适

时增加了班次，减少乘客等候时间。

记者 李培乐

广饶供电开展专项巡查
近日，广饶县供电公司开展重点

客户安全用电专项巡查，对9家重点客

户进行现场驻守，展开安全评估。对供

电电源、自备应急电源、非电安保措施

等方面存在的隐患，现场下达限期整

改告知书，协同推进隐患整改，做到

“ 服 务 、通 知 、报 告 、督 导 ”到 位 率

100%。 刘广生

广饶供电推进文化建设

行业

近日，广饶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卓

越企业文化培训，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宣

讲、践行，以塑造人、引导人、凝聚人、激

励人来促进企业文化先进单位创建，进

一步深化卓越企业文化“四进四同”主题

实践，发挥企业文化凝聚力量、激励创

新、促进管理、推动发展的作用。聂永强

东营区开展防外破治理
近来，国网东营市东营区供电公司

为保输电线路稳定运行，组织线路巡

检人员巡视所辖电网线路，重点排查

电力线路周边建筑、拆迁工地等，采用

发放宣传单、进入施工现场指导等方

式，引导群众增强保护电力设施意识，

严防人力、机械外力破坏电力设施事

故发生。 薛月月

近日，国网东营市东营区供电公司

组织客服中心人员，专项整治排查辖区

内各大商场、餐饮娱乐场所用电安全。

重点检查上述场所供电路径、计量接

线、室内线路分布、配电箱设施、私拉

乱接等，加大安全用电监管力度，避免

线路老化、违章用电引发电气火灾事

故。 薛月月

东营区加强用电管理 广饶供电开展线路巡视

近日，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运检部

对王十千伏线开展监察性巡视检查，巡

查配电网，检验设备运行维护状况。通

过巡视，管理部门全面、细致地了解配

电线路的运行和缺陷情况，对提高配电

线路巡视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聂永强

11月3日，在汶上县义桥镇金水桥

社区东北角，汶上县供电公司组织施工

人员全力推进10千伏义西线徐村支线

改造，确保广大民企在入冬后享用清洁

能源取暖。该公司重新规划设计新建线

路6 . 83公里，新建钢管塔、水泥杆97基，

导线全部更换为240绝缘线，供电能力

大幅提升。 刘钦同

汶上供电助力百姓取暖

空气质量排名靠后
济南历城区、济阳县被约谈

据齐鲁壹点报道，近日，记者从济南市

环保局获悉，济南召开空气质量排名约谈

会，对三季度环境空气质量两个考核单元排

名靠后的区县历城、济阳进行约谈。

青岛等12个城市
启用新能源绿色车牌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11
月20日起，河北保定、廊坊、吉林长春、安

徽合肥、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

广东中山、广西柳州、重庆、四川成都、云

南昆明等12个城市，作为第一批正式推广

城市，统一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记者 吴永功

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通过验收
近日，济南市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升级

开发项目通过市采购中心组织的专家验收。

升级后的监控系统将利用济南市智慧环保

平台建设契机，实现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

记者 段婷婷

下季诗词大会有咱济南学生
舜耕小学李心卓入选第三季百人团

在今年十月份《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济南赛区参赛

选手面试选拔活动中，济南市舜耕小学六年级四班、11岁
的李心卓从全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300余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成功入围《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百人团，将赴北

京参加11月7日至22日的节目录制。。

李心卓同学是舜耕小学“诗歌四班”的学生。两年前，

班级以“古诗文”为特色课程，启动传统文化的学习。两年

多时间，她积累了近千首古诗词，很快在班级中脱颖而出。

她代表学校参加了济南市市中区中华诗词大赛，获得一等

奖，在学校飞花令比赛中获得冠军。

记者 郭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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