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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齐鲁

今天立秋 难挡高温继续
未来一周雷阵雨小打小闹难解暑热

第十届海洽会10月底举行
吸引高端人才来鲁创新创业

“艺云时代”山东艺术名家邀请展暨
“艺和云美术馆”开馆展在章丘举行

6月6日22点25分许，历下区世纪大道凤
山路口东5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一名50岁左
右的中年男子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该男子身份不详，身高172厘米，体型较
瘦，长方形脸，胡须较长，上身穿灰色破旧上
衣，下身穿深蓝色破旧长裤。有知其身份者，
请速与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历下区大队
联系，联系人杨警官(18553125979)、赵警官
(18553125620)。30日内无人认领尸体的，
警方将依法按无名尸体进行处理。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董雪

男子因车祸死亡身份不详
警方寻知情人

免押金骑行人数
济南排名全国十二

百态

普通国省道涉速标志将排查整治

6日，记者从省交通厅网站获悉，省交
通运输厅将启动普通国省道涉速标志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对全省普通国省道公路
开展普查。整治行动共分三个阶段，8月10
日前，完成排查摸底并形成工作台账，按
照排查一条、清理规范一条的要求，压茬
开展工作；8月11日至9月30日，对整治情
况进行评估，确定样板路段，召开现场会，
深入推进排查清理；10月1日至10月31日，
总结提炼行动经验和不足，形成可复制成
果，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首席记者 王健

老人走失 民警助其回家

6日11点10分，市中巡警一中队接分局
指挥中心指令，管驿街社区居委会有一走失
老人求助，巡警一中队民警江南，协警赵玉
玺迅速赶到现场。考虑到天气炎热，民警耐
心与老人进行沟通，希望获取一些线索。最
终在老人身上找到其老年证。通过查询，民
警找到老人的家庭住址，将老人送达后却发
现这是老人的旧址。随后，民警联系了当地
派出所民警，几经周折找到其老伴，将老人
送回住处。民警离开前，两位老人一直念叨
着“谢谢”。 记者 李震 实习生 秦紫君

十六里河街道多措并举
全力迎接创城复审

为全力迎接创城复审测评，十六里河
街道多措并举，狠抓落实，确保辖区呈现
干净整洁的环境面貌。该街道增加机扫
车、洒水车等机械化作业频次和密度，向
背街小巷延伸保洁范围；同时，对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加大生活垃圾收集次数和
频率，严格落实日产日清，对辖区“三大
堆”、小广告、卫生死角的拉网式排查，累
计清理垃圾死角50余处；另外，依托志愿
者力量，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环境意识和
文明意识，形成“人人支持、全民参与、城
市共创”的良好工作氛围。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许婷婷

行业

播报

济南新设立市县党委教育工委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由市委常委兼任

近日，天桥区堤口路街道的每一名监察
对象都收到了街道纪工委赠送的一套“廉政
主题书签”，警示大家廉洁从政，清白做人。

据悉，这是堤口路街道纪工委创新的
廉政教育载体，街道纪工委结合十九大、廉
政风险防范点和“八项规定”，专门精心编
制了6套以廉政为主题的书签，每套书签上
既有清正廉洁寓意的“梅、兰、竹、菊、松、
荷”等6幅国画图案，又有“清廉、清醒、清
正、清白、清明、正直”等6句含义深刻的警
言，起到了图文并茂，延伸解读的良好效
果。同时，书签还印有天桥区监察对象的廉
洁宣誓词和天桥纪检文化。廉政书签可以
夹在书本、笔记本里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真
正使廉政教育入耳、入脑、入心，让大家在
不知不觉中接受廉政熏陶。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滕越

堤口路街道制作廉政书签
发放全体监察对象

济青北线多个收费站关闭
同时启用新收费站

《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

粗心乘客万元现金遗落公交车

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山东省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
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稿规定，油气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
开地质灾害区、环境敏感区、军事禁区、
机场、火车站、码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范围、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建筑物、
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
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的安全保护
距离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技术规范的规定。 记者 杨璐

上半年济南GDP逼近4000亿元
同比增长7 . 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这些创新发展成果真赞
青年企业家领创办企业创新发展成果展开幕

开车加塞接打电话的小心了
济南交警“空警2018-7号”来了

济南工行全力服务
中小微企业开户

工商银行济南分行坚定普惠金融发
展理念，全心全力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为
全面提高开户效率，改行近期推出了“中
小微企业便捷开户模式”，全辖118家对
公网点均可实现中小微企业便捷开户。
目前，已有986户中小微企业通过便捷模
式成功开户，客户服务体验大幅提升。

可以“吃”的抽纸、充电由数小时压缩至不到一分钟
的石墨烯电池……6日，山东省青年企业家领创办企业
创新发展成果展在山东大厦开幕，浪潮集团、中集来福
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太阳纸业等企业展示“黑科技”产
品，涉及大数据、高端定制服装业、VR、量子信息产业、
新型农业等各个领域。

据了解，这是即将开幕的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
峰会精选12家与会青年企业家领创办企业，举办的创新
发展成果展。这些创新成果代表了最新科技发展的水
平，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引来众多点赞。

记者 杨璐

记者6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山东第十届海内外高
端人才交流会”定于10月29日至31日在威
海市举行。据介绍，第十届“海洽会”共举行
25项重大活动，将突出“聚全球英才智力、
助推高质量发展”主题，打造集人才、智力、
项目、技术、资金于一体的国际性、综合性
人才智力盛会。本届“海洽会”把引进“十
强”产业急需的高端人才作为主攻方向之
一。参会人员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
10日。 记者 王红妮

济南再设新机构。近日，济南市机构
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设立市委教育工委
的通知》和《关于设立县区党委教育工委
的通知》。其中新设立的市委教育工委为
市委派出机构，与市教育局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由市委常委兼
任。 记者 杨璐

市中公安开展夜巡清查

济南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今年1-6月
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2018年上半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16 . 6亿元，同比增
长7 . 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1 . 95
元，增长3 . 5%；第二产业增加值1451 . 34
亿 元 ，增 长 7 . 3 % ；第 三 产 业 增 加值
2323 . 31亿元，增长7 . 5%。 记者 杨璐

4日晚，市中分局机关值班备勤警力
按照《机关值班备勤管理工作规定》，由当
天值班处级领导干部组织点名，并结合当
前重点工作及“警灯闪烁”社会面联巡任
务，对舜耕山庄、蓝海御华酒店开展清
查，有效提升了安保环境，营造稳定社
会秩序。记者 李震 实习生 秦紫君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今天立秋了，然而济南
还在酷夏中煎熬，伏天还有20天才能结束。未来一周，济
南还将在高温天中挥汗如雨。济南市气象台6日16时继
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6日夜间到7日白天多云，7日
午后到傍晚局部地区短时阴有雷阵雨，南风3级，雷雨地
区雷雨时阵风7～8级，7日早晨最低气温27℃左右，7日
最高气温35℃。7日夜间到8日多云，南风3级，最低气温
27℃左右，最高气温35℃。9日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风
转北风都是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4℃左
右，天气闷热。10日～13日多云，南风3级，气温变化不
大。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吴也

8月济南交警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空警2018-7号”行
动，推进“1+N”整治重点。今年下半年，空警整治的重点分
为城区道路、城市快速路(高架路)、高速公路三类，其中备
受诟病的高架路乱停车，将会被重点抓拍。城区道路采集
的重点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
的；机动车压骑分道线(实线、虚线)加塞的；机动车超越黄
色中心双(单)实线违法掉头的；机动车在禁止掉头或者禁
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机
电话的；驾驶时有妨碍安全行车行为的(如：吸烟、饮食、车
窗抛物，使用手机发送短信、微信、玩手游，使用平板电脑、
pad等情况)。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董雪

5日，有位老人来到济南公交二公司三
队现场调度室，非要追着给137路驾驶员张
洁300元钱，被张洁婉拒。这是咋回事？原来
当天16点左右，驾驶员张洁驾驶137路公交
车行至七里河站时，有位乘客发现座位上有
个手包。回到车场，张洁和现场调度员一起
查看包中物品，里面有一叠百元大钞和手机
等物品。这时包里电话响了。随后，失主赶了
过来。车载监控录像显示，这位失主是在环
山路燕翔路下车后将包落在了座位上。失主
介绍，他刚从银行取了万元现金，准备给孩
子送去急用，一时疏忽将包遗落在车上。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传中

6日，摩拜单车公布无门槛免押金成绩
单：自实施免押金一个月以来，超过2亿用户
享受到摩拜无门槛免押金骑行服务；月新增
千万用户加入到“摩拜客”骑行行列；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四城免押金骑行人数排名
全国前四，济南全国城市排名第12，成为骑
行无“押”力城市。7月5日，摩拜单车宣布开
启全国范围内无门槛免押金，新老用户均可
享受。截至目前，超过2亿用户享受到摩拜无
门槛免押金骑行服务。 首席记者 王健

因济青北线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本
周六上午多个收费站要关闭，同时多个新
收费站要启用。6日，记者从山东高速交警
一支队张店大队获悉，济青高速北线将启
用的新收费站为临淄东收费站、淄博高新
区收费站、邹平东收费站、邹平西收费站、
章丘(刁镇)收费站，启用时间为8月11日上
午8时；在新收费站启用的同时，邹平收费
站、章丘收费站将在2018年8月11日上午8时
关闭。此外，临时封闭的收费站为临淄收费
站、淄博收费站。其中，临淄收费站临时封
闭时间为2018年8月11日8时至2018年11月
10日8时，淄博收费站临时封闭时间为2018
年8月11日8时至2018年12月10日8时。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曲明月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 . 05元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自8月6日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70元。
折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上调0 . 05元，0
号柴油每升上调0 . 06元。对于油箱容量
50升的普通私家车，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
油将多花2 . 5元左右。此次上调政策落实
后，今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共经历16轮调价
窗口，其中9次上调、6次下调，1次搁浅。

首席记者 王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由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化产业国际商会、济南
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共济南市章丘区委
宣传部主办的“艺云时代”山东艺术名家邀
请展将于8月11日-21日在章丘文博中心艺
和云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主办方邀请了
60余位省内在全国颇有影响、德艺双馨的
艺术家参展。此次展览也是艺和云美术馆
的开馆展，这个周末，让我们共赴这场文化
艺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盛宴。

《己亥年》特种邮票亮相
韩美林设计

6日，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的
“《己亥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在北
京邮票印制局举行。据了解，《己亥年》特
种邮票将于2019年1月5日正式发行。《己
亥年》生肖邮票由韩美林设计。第四轮生
肖邮票的一大亮点就是找回第一轮生肖
邮票的设计师再度创作生肖邮票。时隔36
年，无论设计师还是集邮爱好者都经历了
不同的人生阶段，同时集齐两轮生肖邮票
别具意义。活动现场，韩美林、王刚讲述了
自己与邮票多年的不解之缘。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排列3第18211期中奖号码为：8、9、3。
下期奖池奖金：11，142，238 . 36元。

排列5第18211期中奖号码为：8、9、3、
5、9。下期奖池奖金：245，723，538 . 90元。

大乐透第18091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6、22、26、28、31，后区：01、07。一等奖中出
2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一等奖追加
中出1注，每注奖金6，000，000元。下期一
等奖奖池奖金：6，239，379，715 . 37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8月6日

开奖公告

3D第2018D211期开奖结果：6、2、8
七乐彩第2018Q091期开奖结果：10、

13、14、21、26、27、29 特别号码：01
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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