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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轮椅男孩”收到录取通知书
山东中医药大学还给他送来5000元资助金

山东省近日出台《关于支持科技创
新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财政政策
的实施意见》，各级财政将联动支持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单个企业年度最高
可获得研发费用补助1000万元。此外，山
东省将加大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培养激
励力度，对“一事一议”引进的顶尖科技
人才团队，给予最高5000万元综合资助
或6000万元直投股权投资支持，省财政
新增资金1亿元专门支持引进培养海洋
科技人才。 据新华社

近日，历城法院在审理原告李某诉被
告某街道办事处房屋行政拆迁、行政赔偿
一案中，李某在庭审前大声叫嚣审判人员
及其委托代理人被收买。“被谁收买了？”
法官讯问。“我不知道，只要我的案子输
了，我就认为你们被收买了。”面对法官赵
燕的讯问，李某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也不
能提交证据证明。“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有
什么目的。”李某称。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
规定，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法官的故意
诽谤，历城法院作出罚款决定书，对李某
罚款5000元，并限期缴纳。而受到怀疑的
代理人也当场与李某解除了代理合同。

记者 范洪雷 通讯员 柳奇

诽谤法官被收买
男子遭罚5000元

百态

“万里黄河第一隧”飞来“小候鸟”

近日，在轨道交通R1线玉符河站至
王府庄站地面过渡段上方搭建起了一段
总长约150米的钢架结构罩棚，将来列车
从这里的高架轨道沿着斜坡由地上逐渐
进入地下隧道。罩棚能遮雨保护行驶的
列车，并防止雨水顺着斜坡流入地下隧
道，对于周边路过的行人也有“隔离”效
果。罩棚顶部还安装了隔音装饰板，兼具
隔音效果。 记者 杨璐

地铁R1线过渡段安装罩棚
遮雨又隔音

播报

近日，舜玉路派出所通过针对性的犬
吠扰民整治，积极开展不文明养犬管理工
作。民警深入到被投诉单位和业主家，实地
考察、了解犬只饲养情况，与单位负责人和
业主座谈，按照“谁饲养、谁负责”原则，明
确责任单位和业主的主体责任以及当前存
在的扰民问题，并根据各自现状深入探讨
消除或降低犬吠扰民方案。同时，对于群众
举报的流浪犬，派出所第一时间全力收缴，
联合治安大队及时消除危及群众安全的不
安定因素。记者 李震 实习生 秦紫君

市中分局舜玉路派出所
积极开展不文明养犬管理工作

我省将推进公办学校
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

近日，济南高新区彩石镇近七旬单老
太来市里看病，与老伴走散后迷路。正好
路过的宝来出租公司鲁AT5536号出租车
司机张乃良师傅发现老人焦急地在街上
徘徊。经询问得知情况后，给老人买了矿
泉水和面包。随后，张师傅多方打听几经
周折，终于把老人安全送到了家。单老太
家人要拿钱感谢，被张师傅婉言谢绝。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刘凤斌

七旬老人到市区看病与老伴走散
幸遇出租车司机将她送到家

写字楼女厕所频现偷窥男

近日，某单位出现了一件“变态”事，
一男子竟然躲在女厕所里偷看。事情发生
在2日下午四点多，受害者是小陈(化名)，
她说：“上厕所的时候，一进门就感觉旁边
不对劲，那个门一直响。”小陈低头一看，
把她吓坏了：“一名男子正好也在低头看，
他看我发现了，就往外跑。”随后，小陈找
到物业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在监控视频
中，一名男子急匆匆地从一家写字楼走廊
里跑过！据了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
两次了。目前，物业公司已报警，警方正在
调查中。记者 李培乐 实习生 江雪逸

记者从8月2-3日在日照召开的全省新
型城镇化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我省将保障
随迁子女平等上学，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办法，全面实施“两免
一补”；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
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进
城落户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平
等接受学前、义务、高中以及职业教育。日
前，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近期工作要点》，提
出近期我省将建立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
公办学校为主，指导推进公办学校普遍向
随迁子女开放。 据新锐大众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本报曾经关注报道过的济阳“轮椅男孩”赵守杰，于
3日收到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患有进行
性肌营养不良，济阳男孩赵守杰八九岁开始便只能在轮
椅上度过。今年，赵守杰参加高考，考出了理科519分的
成绩被山东中医药大学录取。

3日下午，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田立新将大学录
取通知书和5000元资助金及慰问品交到赵守杰手里。济
阳县政府以及爱心企业给赵守杰赠送了爬坡轮椅、防褥
疮床垫，爱心企业也给赵守杰爸爸对接了在长清的工
作。赵守杰可以在妈妈和爸爸的陪读下完成大学学业
了。 记者 郑希平

T16、T18两条通勤快巴7日开通
票价二元，执行公交IC卡优惠政策

近日连续高温，在室外劳作的人非常辛苦。记者在
环山路看到，一家卖炸羊肉串的小吃店，贴出了这样一
个暖心的通知：环卫工可以免费喝绿豆汤。

环山路的这家炸羊肉串店，生意比较火。记者近日
经过时发现，窗口上竖着一块牌子：“好消息，吃羊肉串
免费喝绿豆汤，环卫工免费喝。”女老板表示，多的时候
自己一天能煮上四五锅绿豆汤，“附近的环卫工不少过
来喝的。”她说，其实之前就提供绿豆汤，这两天才打出
这个牌子，“这样可以让大家知道。”

大热天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小吃店，给环卫工和口渴
的过路人打造一个温馨的泉城。 记者 李培乐

小吃店向环卫工免费提供绿豆汤
大热天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商家

8月7日起，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将开通两条线路，分
别为通勤快速巴士T16路、T18路，进一步方便市民出
行。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营运市场部负责人介绍，T16路
由盖家沟开往齐鲁软件园，主要途经历山北路、历山路、
山大南路、工业南路、舜华路，然后单向沿新泺大街、舜
华东路、舜华西路、新泺大街至舜华路恢复原线。T18路
由腊山立交桥北开往解放桥，主要途经二环西路、经六
路、槐村街、经一路、站前街、纬二路、经二路、普利街、共
青团路、泉城路、解放路。

T16路、T18路票价二元，执行公交IC卡优惠政策。
首席记者 王健

上半年我省对外承包工程
带动出口实现快速增长

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17 . 4%

上半年，我省围绕深入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依托大企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
大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带动出口29亿元，
同比增长14 . 2%，高于全省外贸出口平均
增幅12 . 8个百分点。电力工程领域带动
作用明显。电力工程领域对外承包工程完
成营业额116 . 1亿元，增长25 . 9%，带动锅
炉设备出口5 . 7亿元。 记者 段婷婷

我省加大创新支持力度
企业年最高可获千万元研发补助

便捷办税
市中区一年减少申报28万次

济南市市中区税务部门正式合并
后，通过网上平台运行可全程在网上办
理业务，纳税服务更加优化，税收征管
更加整合，税收信息更加聚合，将为市
中区4万多纳税人带来实惠，全年减少
申报次数预计达28万次。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尚晓睿 梁琪娟

“我爸爸原来是用大盾构机修建隧道
啊，好神奇啊！”八岁的糖糖高兴地说。4日
上午，来自各地的11名“小候鸟”，齐聚被
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隧”的中铁十四局济
南黄河隧道项目部，开始了他们别样的暑
假生活。他们不远千里赶来，只为和长年
离家的爸爸妈妈短暂相聚。项目部近百名
员工不惧酷暑，坚守施工一线，此次11名

“小候鸟”的到来成为他们最贴心的礼物。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丁翔 摄影报道

市中民警让居民落户“只跑一次”

近日，市民李国栋到市中区公安分局
杆石桥派出所来办理落户手续。民警左芮
宁在审核材料时发现其房产证地址信息登
记的不规范，“某小区南区2号楼”登记为

“某小区2号楼”，告知李国栋应该到济南市
房管局办理地址变更手续。为了方便群众
少跑腿，办成事，民警左芮宁当即主动找到
社区民警核实两个地址，确定为同一地址，
又积极与房管局工作人员联系得知可以办
理房产信息变更后，立即给李国栋办理了
落户手续。记者 李震 通讯员 郝鑫城

市博物馆暑期推出公益活动

暑假期间，为了让更多青少年牢记历
史，勿忘国耻，济南市博物馆近日在蔡公时
纪念馆推出了“学习英烈精神，争做合格讲
解员”公益活动。本次活动共安排了三次现
场学习培训演练。在纪念馆讲解老师认真、
耐心、包含感情的辅导下，参与活动的“小
小讲解员”们学到了作为一名讲解员应具
备的语言技巧，以及对不同主题内容讲解
的语气、语调、语速的要求，并熟练掌握了
讲解时应该保持的站姿、走姿以及目光手
势的运用方式。在讲解老师的不断鼓舞下，
同学们从一开始的羞涩腼腆到后来的从容
主动，积极踊跃的展示出自己的讲解风采。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刘晓旭 刘舒羽

遇交警查摩托
外卖小哥变身“绕桩达人”

近日，济南高新交警大队组织警力在
花园东路与开拓路开展二三轮摩托车整治
行动。一位身穿黄色制服的美团外卖小哥
周某驾驶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沿花园
东路由西向东行驶，为了逃避交警处罚，在
等待信号灯的车辆中间来回穿梭“绕桩”，穿
插多次，企图逃跑，民警上前将周某拦截。经
询问，周某的摩托车没有合格证、发票等正
规手续。因无牌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依
照相关法律规定，交警已将周某摩托车暂
扣，并对周某进行进一步处罚。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李涛

排列3第18210期中奖号码为：9、5、6。
下期奖池奖金：11，035，183 . 76元。

排列5第18210期中奖号码为：9、5、6、
6、8。下期奖池奖金：248，657，154 . 86元。

7星彩第18090期中奖号码为：8、7、8、
8、7、6、6。下期奖池奖金：5，931，806 . 53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62 . 15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8月5日

双色球第2018S090期开奖结果：红
球：01、02、04、10、14、23 蓝球：07

3D第2018D210期开奖结果：8、2、9
2018年8月5日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4%，增
速比1-5月加快0 .3个百分点。总体看，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延续了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受产品价格涨幅影响，钢铁、煤
炭、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等行业利润保持高速增长。装备制造
业利润增长明显加快。大中型工业企业支
撑作用持续增强。上半年，大中型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25.5%，利润占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61.7%。国有工
业企业经济效益加速向好。上半年，国有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4.6%，比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高47.2个百分点。据新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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