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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五类人员具备保送资格
我省今年保送生录取手续办理流程敲定

据齐鲁网报道，日前，山东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收保送

生录取手续的办理流程敲定。具备保送资格(省级优秀学生、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

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5类人员)且提出

保送申请的考生，须参加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根据山东省招考院的要求，凡是普通高校确定拟保送

录取的考生，须自行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网
址：www.sdzk.cn)下载并填写《山东省2018年普通高校拟录

取保送生确认表》1份，于4月15日前邮寄到招生高校。招收

保送生的高校须于5月6日前，将所有拟录取保送生《确认

表》加盖公章后，邮寄到山东省招考院，并按规定进行公示。

年货送给山里娃
本报爱心车献爱心

近日，爱心志愿者团队从市区出发，

一路翻山越岭。爱心车队开进长清区三官

小学，将爱心物品分发给山区的孩子们，孩

子们抱着礼物开心地笑了。

参加这次献爱心活动的有济南印象泉

世界、济南公交公司85路车队和文化东路

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师生，他们购买了学习

文具，御寒棉衣等年货，不惧严寒，翻山越

岭去山区学校献爱心，把这些礼物分发给

了当地的孩子。长清区偏远山区学校三官

学校李校长告诉记者，该校深处大山沟，仅

有90名山里娃，目前有20名特困生需要救

助。看到叔叔阿姨风尘仆仆来山区看望他

们，他们非常开心。

如果您愿意捐助这些孩子，可以加入

本 报 爱 心 团 队 志 愿 者 Q Q 群 ，群 号 为 :
26447554，就可以给孩子最急需的帮助。

记者 王丽

日前，东阿阿胶再次发布涨价通知，

东阿阿胶决定于2018年3月20日前将250g
东阿阿胶零售价调整至1499元，48支复方

阿胶浆零售价调整至499元。而去年11月
20日，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发公告称，

公司重点产品东阿阿胶、复方阿胶浆出厂

价分别上调10%、5%，零售价亦做相应调

整。自2006年以来，东阿阿胶已提价十几

次，累计涨幅达50多倍。 记者 王健

东阿阿胶又提价

省图春节期间读者活动多
市民春节期间可前来参加

服务

近日，记者获悉，2018年春节期间，省图书馆将举行“我

的中国梦”系列活动，2月5日正式启动。欢迎市民春节期间前

来参与。部分活动见表格。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肖阳

山东邮政推
春节拜年纪念邮戳

2018年是我国农历戊戌年，即狗年。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于

2018年2月16日推出《山东邮政戊戌年春

节拜年纪念邮戳》一套17枚，分别在17城
市邮政中心局设专柜，供社会各界用邮和

收藏。这是山东邮政继1999年之后的第二

十套春节拜年系列纪念邮戳。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任怀平

天志医院10年捐300万
关爱环卫工

近日，天桥区“枫叶大篷车”老干部

书画志愿者及济南天志医院医疗服务队

的医务人员，到天桥区环境卫生管护服

务中心，向环卫工人送新春祝福，并启动

关爱环卫工人“十年计划”。此次“温暖环

卫工人、天志爱心启航”十年计划，将在

2018年到2027年十年每年捐助约30万
元，累计300万元，温暖更多的环卫家庭。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周亮

志愿者寒假为
留守儿童上公益课

101路、86路公交车增加班次
临近春节，市民前往西市场、泉城

路、党家庄大集等购物越来越多较多。

为方便群众出行，101路、86路公交车将

加大运行班次投入方便乘客乘坐。101
路每天增加20个班次的投入，86路每天

增加10个班次。 记者 李培乐

128路公交车增加班次
春节临近，乘坐公交出行客流增多，

济南公交五公司三队128路公交车在和

谐广场和泉城广场之间增加了晚平峰班

次投入，来满足市民的乘车需求。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孙萍

播报

为方便奥体中路、花园东路周边工地

民工回家，济南公交特开通11路农民工专

线车。专线车将直接开进工地，中途不停

站，直达火车站。车队负责人说，有需要的

农民工可以拨打电话88030612联系。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昕 庞琳

11路开通农民工专线车

成品油抽检不合格顶格处罚
历下专项整治成品油市场

据齐鲁壹点报道，历下区市场监管局与区安监局、区环

保局、姚家街道办事处、千佛山街道办事处、文东街道办事

处、燕山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近日对辖区社会加

油站点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柴油油品质量抽检等工作。

据悉，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柴油成品油批发、仓储和零

售企业100%全覆盖为工作要求，涉及安达加油站、顺通加

油站、永道加油站、瀚博加油站、瀚博加油站(北站)、中凯加

油站、诚达加油站这7个社会站点。

要求站点提交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的进销台账、供货

方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等材料，对质量抽样检验不合格的成品

油生产、流通企业进行顶格处罚，并依法纳入“黑名单”管理。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乘客，近期济南

公交K50路所属29部车将逐步更换成12
米的气电双源新能源车。这种新车更加宽

敞明亮，低噪音、低污染，舒适性、可靠性

更有保障。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刘学义

K50路更换新能源车

挑选自己喜欢的葫芦，在志愿者的帮

助下画上多彩的图案……近日，一堂生动

的传承葫芦工艺非遗文化课在聊城市呼

家村留守儿童间炸开。据悉，这是聊城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策划部“暖冬催化剂”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活动之一。

1月24日至25日，该志愿服务队来到

聊城市冠县定远寨乡呼家村，开展以“青

春献温情，真爱暖寒冬”为主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志愿者们通过给呼家村留守儿童

辅导课业、举办趣味运动会、走进化学实

验小课堂、开办羡林讲堂、敞开心扉放飞

青春梦想、传承葫芦工艺非遗文化等方

式，为孩子们带去了冬日里的热情与温

暖。 通讯员 周旭 张晓涵 刘珂君

时间 活动名称 举办地点

2月5日-2月9日8:30-
16:30 尼山新六艺冬令营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

2月9日—3月16日 新春“图书汇”—馆藏国外原
版书刊系列展

总馆四楼外文工艺美术
阅览室

2月16日 馆长大拜年 总馆

2月16日—20日 “辞旧迎新，我们的中国梦”有
奖知识竞答 总馆期刊外借室

2月15日—19日 少儿新春公益电影展播 省少儿馆二楼活动室

2月22日—25日 少儿毛笔书法冬令营 省少儿馆四楼第三教室

据齐鲁壹点报道，4日立春，气温回

升，夜幕降临，来百花洲文化历史街区游玩

的市民也多了起来。白色的灯光映衬着灰

色的建筑，像极了江南水乡小镇。有市民朋

友来此唱歌，有市民欣赏水中的游鱼，百花

洲成了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济南百花洲街区也亮起来啦 景山小学城乡队员手拉手
近日，济南市景山小学与商河县韩庙

镇朱林小学开展了“城乡队员手拉手，红领

巾圆梦微心愿”活动。朱林小学的小伙伴收

到了景山小学队员为他们准备的书和新年

礼物，景山小学李志男老师为孩子们做了

安全教育，景山小学的小书法家现场书写

春联送祝福。 通讯员 孙静

开奖公告

先殴打后抢劫
民警四小时抓获嫌疑人

男子高速徒步
打算从山东走到湖北

大货车高速路疯狂倒车

3D第2018D035期：8、5、6
双色球第2018015期中奖号码为：

11、15、20、21、26、33 蓝球：15
2018年2月4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百态

女子回家过年
10多万“家当”落候车室

据水母网报道，近日,一男子在高速公

路应急车道内行走,十分危险。烟台民警发

现经过询问得知,男子是湖北人,身无分文,
打算徒步从龙口走回湖北。民警了解情况

后,对其讲解行人上高速存

在的安全隐患,随后将其带

回大队部，后将男子送至

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

进行信息登记后,为其并购

买了车票返回湖北。

据齐鲁壹点报道，近日，长清公安分局

指挥中心接到报案，市民代女士独自步行

至经十西路与龙泉街路口东侧时，遭到一

名陌生男子暴力殴打，致使代女士面部和

头部受重伤。施暴男子离开时，还将代女

士随身的一部华为手机抢走，价值2000余
元。长清警方用时4小时成功破获一起抢

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孙某军(男，47岁，

长清区人)，并为受害人追回被抢物品。

排列3第18035期中奖号码为：7、5、2。下
期奖池奖金：9,801,464 . 12元。

排列5第18035期中奖号码为：7、5、2、5、
3。下期奖池奖金：251,034,820 . 20元。

7星彩第18015期中奖号码为：2、8、9、6、
0、6、7。下期奖池奖金：1,000,000 . 00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47 . 53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2月4日

据齐鲁网报道近日，济南铁路公安处

禹城站民警在禹城东站候车室巡视时，发

现一女式夸肩皮包在候车座位上无人拿。

民警立即将该皮包收起。

经检查，内有现金4800余
元，身份证、银行卡(内有

存款 1 1 万 ) 各一张，会员

卡、就诊卡各两张。通过失

主身份证信息，民警很快

就找到了失主。

男子酒驾巧遇民警
慌忙逃窜一头扎在坟包上

高速路上变造车牌
司机换来3日拘留我省春季高考

技能考试3月23日开考

近日，德州高速交警指挥中心民警在

视频巡逻时发现，在S1济聊高速德州段，

一辆冀DQ5269大货车在匝道口处倒车，

随后横跨高速路多个车道连续变道后扬

长而去。在倒车过程中，差点引发车祸。交

警迅速截取视频照片，并将该车违法倒车

的违法信息录入审核，该驾驶员将受到驾

驶证一次性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司机驾驶证将被降级。 记者 吴永功

据齐鲁网报道，省招考院消息，山东

省2018年春季高考技能考试安排在3月23
日-30日进行。各类别具体考试时间由主

考学校自主确定。考生于3月19日起登录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招生考试信

息平台(http://wsbm.sdzk.cn)，自行打印

《2018年春季高考技能考试准考证》。

2018年技能考试分为18个专业类别，其

中土建类分2个方向。

今年1月4日起，济南交警围绕路口、

路段交通秩序，开展了2018“1+N”路口通

行秩序系列常态化视频会战行动，围绕

“违法变道、路口不按规定通行、机动车不

礼让行人、压黄网线及违法变道、行人路

口不按规定通行”等5大道路交通违法开

展整治行动。截至1月31日，济南交警第

一轮2018“1+N”视频会战共视频抓拍上

述交通违法43117起，其中，查处违法变

道25549起、压黄网线13068起、机动车不

礼让行人4076起。接下来，交警将会利用

高清监控，重点手动抓拍插队加塞，变道

妨碍其他车辆行驶，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

为。 记者 吴永功

近日，一名司机来到泰安高速交警泰

山大队处理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

行为。原来，司机郑某从新泰回济宁老家

途中，为逃避电子监控设备抓拍，便将车

停在自认为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将自己的

别克汽车鲁HLⅹⅹⅹ3伪造成了鲁HLⅹ

ⅹⅹ6。根据规定，民警依法对郑某处以罚

款5000元，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

处罚。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王磊

近日，一辆鲁B牌照的小客车在途经青

岛沈海高速公路胶州收费站时，驾驶员高某

突然看到民警查车，竟然下车跑进路边的小

树林，高某由于酒后体力不支一头绊倒在坟

包上，后被追赶而到的民警当场擒获。民警

将高某带回中队执法站进行酒精检测，发现

其体内酒精含量为99mg/100ml,已达到醉酒

标准值。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刘海

市残联走访慰问
困难残疾人家庭

近日，记者获悉，济南市残联日前启

动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共走访慰

问23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市残联有关

负责人每到一户残疾人家中，都要与残

疾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

家庭现状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积极面对目前存在的困难，并为他们

送去了新年的祝福和慰问金，以及米、

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肖阳

提示

交警将重点抓拍
插队加塞乱变道等违法行为

开奖公告

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4日，山东青年创新人才峰会暨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推介会举行。记者

从活动中获悉，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大

学、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

会签署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协同创新中

心合作协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协同

创新中心的成立，主要是充分融合多方

资源，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更好服务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记者 杨璐

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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