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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提示

开奖公告

齐鲁

播报

排列3第18128期中奖号码为：2、2、9。下
期奖池奖金：12,082,662 . 60元。

排列5第18128期中奖号码为：2、2、9、7、
8。下期奖池奖金：211,444,640 . 08元。

7星彩第18055期中奖号码为：9、0、6、9、
4、1、8。下期奖池奖金：10,319,191 . 15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55 . 05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5月15日

重大资产损失 直接责任人免职
我省健全省属国企违规责任追究制度

3D第2018D128期：0、3、3
双色球第2018055期中奖号码为：

07、09、10、12、22、26 蓝球：07
2018年5月15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省属国有企业违
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准确把
握资产损失划分标准，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处理措施进一
步细化。

通知指出，发生重大资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人和主
管责任人给予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免职、解
聘和禁入限制等处理，同时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
100%的绩效年薪(效益工资)等。对领导责任人给予调离
工作岗位、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免职、解聘和
禁入限制等处理，同时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70%—
100%的绩效年薪等。 记者 杨璐

危化企业2025年全搬完
年底前济南开始启动搬迁改造

老学员离世捐助爱心基金
老年大学校史首次成立个人基金

我省严厉打击
涉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行为

据齐鲁壹点报道，近日，山东省政府
审议通过了《山东省“绿盾2018”自然保护
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方案》指
出，要全面排查各级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突
出环境问题，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抓到底!
全面排查各级自然保护区突出环境问题。

槐荫提前订购优质煤有优惠

据齐鲁网报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通报了201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结果，其中抽查山东内衣产品13批次，
床上用品7批次，分别发现1批次产品不合
格，其中即墨市奥西特制衣厂生产的休闲
内衣和烟台梦吉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四季布床单，纤维含量不达标。

我省纺织品产品抽查
两个品牌不合格

我省老年书法美术大赛启动
5月15日，记者从省老龄办、省文联获

悉，第七届山东省老年书法美术大赛(以下
简称大赛)已经启动，大赛组委会欢迎省内
爱好书法美术的老年人(1958年1月1日前
出生)踊跃投稿。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初
选)、复赛两保阶段，初赛(初选)6月30日前
结束，复赛拟定于8月上旬进行。据了解，本
次大赛设个人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和组
织奖。作品获一等奖的作者，根据作品类
别，作为申请加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的条件之一。记者 郭学军

服务

我省防汛抗旱责任人全部到位
据齐鲁网报道，省水利厅消息，全省

各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
灾，早部署、早行动，确保安全度汛。目前，
全省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骨干河道及湖
泊、主要蓄滞洪区、重点防洪城市等3958
名防汛抗旱责任人全部到位、严阵以待。
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落实了安全度汛方
案和应急抢险预案。

汽车总站新增“门到门”线路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持续推出了系列

“门到门”的线路，为广大旅客提供了更加
方便舒适的出行体验。经过前期数据调
研，为方便旅客出行，即日起，汽车总站特
别新增“寿光一中”班线，直接将旅客送到

“寿光一中”学校门口，为旅客解决路途转
乘麻烦，总站“寿光一中”班线发车时间为
每天8:30。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随着夏季来临，沿海城市受到广大旅
客的青睐和追捧。为方便旅客出行，总站甄
选了青岛、黄岛、胶州、胶南、烟台、威海、日
照共7条沿海线路，开展夏季优惠活动：即
日起至6月14日，2人及2人以上在总站人工
售票窗口购买同一沿海线路同一发车班次
的客票，即可享受购票9折优惠。广大旅客
可拨打总站热线0531—96369咨询，也可以
关注总站官方微信随时获取出行资讯。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昂

总站推出沿海游优惠活动

公益

近日，以“追逐梦想，你我同行”为主题
的爱心捐赠仪式在仲宫办事处穆家小学举
行。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17级八班班
主任舒美玉介绍了本次捐赠活动组织情
况。活动现场，刘从军副校长和工会李苏翰
主席作为代表,向穆家小学捐赠了价值一
万元的书籍和七千多元的学习用品。随后，
八班学生代表与当地孩子们进行了互动活
动。 通讯员 张旭东

山师大附中举办爱心捐赠活动

百态

虽然距离2018-2019采暖季还有半
年时间，为了更好地推广优质燃煤，槐
荫区于5月15日率先启动2018-2019年
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工作。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7月31日前订购优质燃煤
的市民，除了享受每吨400元的政府补
贴外，企业还将额外给予优惠。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杨鹏

据齐鲁壹点报道，从上月开始，一则关
于“注意了，济南市济阳县被偷了三个孩
子”的不实信息在微信朋友圈等疯传，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济阳县公安局网警大队开
展调查取证，确定散布谣言者为梁某海。在
事实面前，梁某海供述了自己散布虚假消
息的违法事实。5月14日，网警大队、孙耿派
出所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报经
县局批准，依法对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人
梁某海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的处罚。

网传“济南有人偷孩子”
一男子被拘留12天

山艺有了电影学院
明年起招生800人

山艺有了电影学院！15日上午，山
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正式揭牌成立。电
影学院由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影视传
媒集团共同组建，侧重培养影视摄影与
制作、影视美术设计、影视传播推广等
方面的应用型人才。据了解，电影学院
将于明年正式开始招生，计划招生800
人。 记者 范洪雷

济青高铁首个
地级站信号楼完工

距离端午节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为方便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济南长途
汽车总站5月16日起预售端午假期首日
客票，假期优惠购票政策同步出台。6月
16日—6月18日期间，凡到总站窗口购票
的教师、现役军人、离退休干部凭有效证
件可享客票9折优惠；革命伤残军人凭有
效证件购票享半价；学生持学生证享9折
优惠；团体包车一律8 . 5折。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昂

今天起开售端午汽车票

日前，《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城镇人
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印发。按照部署，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不符合安全
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化品生产企业完成搬迁改造。

其中，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
2018年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0年年底前完成；
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2020年年底前全部启动搬
迁改造，2025年年底前完成。

此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原则上进入化工园区，
不在园区的逐步关停淘汰，严禁在化工园区以外新建、
扩建化工生产项目。 记者 杨璐

5月14日，山东老年大学艺术团管乐团贾汉君老师追
思会暨“汉君基金”成立仪式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汉君
基金”是山东老年大学历史上第一次以个人名义捐助的
定向爱心基金，将全部用于山东老年大学艺术团管乐团。

山东老年大学艺术团管乐团是山东省内规模较大、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职业管乐演奏优秀团体。贾汉君先
生与管乐团相伴十年，三年前贾汉君先生因患病无法再
吹奏萨克斯，今年4月20日，由于病情迅速恶化突然离世。

为了继承父亲贾汉君的遗志，贾汉君之子贾勇在管
乐团设立“汉君基金”，用于鼓励为乐队发展做出贡献的
成员。 记者 郭学军

据齐鲁网报道，5月15日，济青高铁
淄博北站信号楼完工，这是济青高铁首个
完工的地级站信号楼。除此之外，本月底，
济南东至胶州北区间站前、四电、县级站
房工程全面达到竣工验收条件，12月31
日济青高铁将全线开通。

节水达人进社区
推广“节水微循环”

近日，槐荫特巡警三中队接指挥中
心指令，在党杨路与刘长山路交汇处有
一失明人员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
赶往现场，发现道路一侧有一失明人员
正在焦急等待，民警询问得知，报警人田
某某(男、菏泽单县人)跟随朋友来济游
玩，晚上其朋友以出去办事为借口离开。
由于报警人员眼部残疾无法正常行动，
民警立即驾车将其人送至济南火车站，
安排报警人踏上回家列车。记者 袁野

失明男子被“甩”在路边
民警帮他回家

5月13日-19日是第27届全国城市节
约用水宣传周，为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群
众节约用水意识，巩固节水宣传效果，5月
15日，市城市节水办组织10余名节水宣传
志愿服务队员，走进燕山新居开展节水宣
传进社区活动，普及节水常识、提供节水
咨询服务。志愿者组织社区居民走进住
户，对节水达人张老师进行现场取经，推
广家庭节水经验。 记者 张淑芬

男子连喝两天酒
还替表妹开车上高速

近日，潍莱高速交警在沈海高速仁兆
收费站进行例行检查，当检查到一辆银灰
色轿车时，民警嗅到了浓浓的酒气。经过对
驾驶人谭某酒精呼气检测，检测结果为
130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令民警吃惊
的是，谭某已经连喝了两天酒。原来，开始
时是表妹驾车，但谭某发现表妹昏昏欲睡，
便自告奋勇替表妹开车，结果被交警发现。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马啸

5月15日，济南市妇联联合市直机关
工委举办泉城党员干部家风分享会，市直
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和各级妇联干部260
余人参加活动。会上，作家张建云等代表
围绕修身、立志、家国情怀等进行了家风
解析分享。同时，举办了“2018年国际家
庭日济南市‘家庭 家教 家风’展”。

记者 郭春雨 通讯员 李俊卓

世界家庭日
市妇联举办家风分享会

15日，天桥区金融办组织开展了“2018年
天桥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暨公安机关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视频展播等多种形式，
宣传非法集资的特征和危害性，引导人民群
众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自觉抵制不法
分子的蛊惑。记者 王僖 通讯员 齐龙跃

天桥区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

四里村街道办事处
召开消防安全培训会

5月15日，四里村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
内的企事业单位在黄河大厦进行了一天的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培训。本次培训由济南
市安培职业培训学校承办，聘请省市安全生
产专家详细讲解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制，如何进行隐患排查治理，遏制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本报记者

高速公路上杀猪被交警叫停
近日，山东高速交警总队二支队沂源

大队民警接到报警称，在济青高速公路南
线济南方向，一辆拉猪车上传来凄惨猪叫
声，且车后方流出来满地鲜血。民警赶往现
场查看，发现一辆莱芜牌照的货车停在应
急车道内，一名男子拿着刀正在对猪进行
剖腹。民警对杨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并责令他立即清理干净宰杀现场。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董君 唐娜

近日，宝来出租公司驾驶员王健在西
客站排队等客检查车内卫生时看到后座
有一皮包。王师傅连忙把皮包送回公司。
很快失主张先生给公司打电话称，由于着
急坐火车没发现包丢了，直到到达目的地
后才发现包没了。幸好朋友要了发票，才
通过热线找到出租公司。 记者 李培乐

男子急着坐火车丢包
到目的地才想起

长清区将建设国际艺术小镇
据齐鲁壹点报道，山东艺术学院与

众美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
行。据了解，双方将在济南长清区共同合
作开发艺术产业小镇。双方约定在艺术文
化领域开展深入合作，通过艺术小镇等项
目，创新性地发掘、展示艺术文化的魅力，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元的艺术体验。

借面馆店老板手机送外卖
转走支付宝1564元

近日，长清大学城商业街某面馆负责
人唐某报警称，与面馆临时合作的一名外
卖快送员尹某借用自己手机送外卖期
间，私自将支付宝内的1564元转走。接到
报警后，民警很快确定了嫌疑人尹某的
信息。5月14日凌晨2时许，民警在某网吧
成功将尹某抓获。尹某对私自将唐某手
机支付宝内1564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关祥浩 费聿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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