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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提示

开奖公告

齐鲁

湿度加大 高温黄色预警继续发布
预计14日－16日雷阵雨频繁

9日，济南没有了大太阳，而且有弱冷空气造访，截至16
时，据全市自动站观测，最高气温35.9℃。但人们并没有感觉
到丝毫凉爽，闷热依然，由于8日济南个别地区降雨，导致空
气湿度加大。近期，闷热天气还将持续，预计14日～16日雷阵
雨频繁，气温下降。济南市气象台9日1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多云，10日午后局部地区有雷
阵雨，东北风2～3级，10日早晨最低气温26℃左右，10日最高
气温35℃左右。10日夜间到11日多云间晴，最低气温27℃左
右，最高气温35℃。12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最高气温
36℃左右。13日多云，北风2～3级，气温变化不大。14日～16
日，雷阵雨天气频繁，气温下降。 记者 段婷婷

2025年轨交成为济南公共交通骨干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发展实施意见出台

这个暑假小儿癫痫患者增多
这些户外活动提示要牢记

9日，阿里巴巴旗下新零售标杆盒马
鲜生在上海召开了“新零售·新零供合作”
大会。山东、云南、湖北的省政府代表出席
了大会，与盒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
来将持续为盒马在区域开发建设生鲜农
产品基地提供支持。同时盒马也为来自11
个省市的14家优质基地合作伙伴授牌，未
来会有源源不断的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中
国农产品从田间被输送到消费者的餐桌。

“我们将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职能优势，
在盒马产品战略基地选择、门店店址选择
以及协调地方有关资源等方面予以大力
支持。”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褚瑞云在会
上表示。 记者 段婷婷

第七届山东文博会征集宣传口号
奖金最高3000元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
于2018年10月11日-15日在济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文博会执委会拟于8月7日至
9月20日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文博会宣传
口号征集评选活动。征集要求切合第七届
山东文博会“新时代新动能新创意新发
展”主题，紧扣新旧动能转换时代主旋律，
突出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厚重丰富的底
蕴；文字精炼、寓意深刻、通俗易懂、积极
健康、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较高的艺术感染力，每条不超过
16个字。一等奖1名，奖励3000元；二等奖2
名，奖励1000元；三等奖3名，奖励500元。
各奖项颁发获奖证书。 据大众网

达成战略合作
盒马落地山东或加速

7月31日15时许，临沂市公安局兰山
分局金雀山派出所接110指令，在一沿街
门头内，有人被持刀抢劫。经了解，系一名
中年男子将受害人手机微信钱包里的零
钱和柜台里的现金共计400余元一并抢
走。近日，金雀山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三
中队民警将抢劫嫌疑人孟某成功抓获。经
查，孟某系山西人，今年30岁，平时迷恋彩
票，在网上申请贷款购买彩票，可网上将
近四万元的贷款却被他赔了个精光。孟某
决定铤而走险，他用贷款方的手机收款二
维码，持刀威胁受害人扫码付款来偿还自
己的欠款。 据齐鲁壹点

一男子贷款买彩票赔光
为还贷持二维码抢劫

百态

近日，市中区七里山街道结合辖区
实际，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整治工作，制定
了《整治改造工作方案》，合理规划工作
片区，充分发动辖区群众，积极协调社区
配合，确保了此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已完成七里山南村片区35
座老旧楼宇，一楼后院的违建拆除工
作，共拆除各类违章建筑380处，约9000
平方米。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徐力琰

七里山老旧小区整治显成效

播报

9日，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济南市文化馆承办
的“2018年济南市文化精准扶贫暨文化志
愿服务走进乡村系列活动”启动，将提供
100余场不同类型文化活动，持续至12月
底。记者 杨璐 通讯员 井晶 袁美 王雪

100余场文化活动走进乡村 龙奥北路一59平商铺240万起拍

历城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8月13日
10时起至2018年8月14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对位于高新区龙奥北路附近的一沿街
商铺进行网上公开拍卖。该商铺建筑面积
59 . 75平方米，起拍价240 . 6万元，保证金
48万元。法院咨询电话：0531-81905196。

记者 范洪雷

青岛一饭店“9斤螃蟹加工费900元”
官方：责令停业整顿

孩子旅途中昏迷
列车临时停车接力救援

9日11点左右，青州市火车站信号楼接
到通知，济南到荣成的D9457次列车上，有
位儿童突发疾病，处于昏迷状态，需要帮助。
因D9457不经停青州市站，并通过中间1股
道。值班员问询车长列车上是否有应急直
梯，并确定旅客在7号车厢就座，立即联系信
号楼专人防护，从站台3股道下道，进入1股
道救人。列车长联系司机开7号车门，工作人
员接力上站台帮助旅客，把小孩和大人安
全接送到站台，120救护车将孩子送往医院。
目前，孩子已出院，乘动车返程。 据齐鲁网

8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轨道交通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主要目标：加快推
进轨道交通建设发展，到2021年，全面建成R1线、R2线一期、
R3线一期工程3条市域快线，运营规模达到84公里，形成轨
道交通“H”型基本骨架。到2025年，第二期建设规划项目建
成通车，基本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确立轨道交通在公
共交通中的骨干地位。将完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研究制
定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优惠政策，鼓励市民绿色
出行。实施意见提出，市相关部门积极支持轨道交通融资创
新，支持通过设立融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一卡通公司等，
构建产融一体化企业，提升自主融资能力。 记者 杨璐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定于11日上
午在济南人才市场举办综合类人才招聘
会。届时，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近80家用人单位提供政务服务大厅“一窗
受理”员、联通营业厅营业员、人力资源专
员、文员、行政助理、幼教老师、12345客服、
护士、出纳、会计、营销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技术服务工程师、项目经理等2000多个岗
位。此外，18日，将举办建筑房产类及相关人
才招聘会，单位招聘个人求职全部免费，欢
迎各相关用人单位报名参会。据新锐大众

综合类人才招聘会本周六举办

9日10点，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语
文老师陈鑫正在讲授文言文阅读，和平时
在班里讲课不同的是，他的眼前只有话筒
和摄像头，与此同时，还有几百名高中学生
通过网络在听课。和陈鑫一样，省实验中学
还有另外十余位老师也参与到网络直播授
课中。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录制了100多个小
时课程。据了解，省实验中学的网络直播课
从2016年暑假开始试行，最初是老师们在家
里用自己的手机进行直播和录制，2017年开
始高中九大科目全部覆盖。 记者 张鹏

大旅游的“卷子”，光大信用卡怎么答？

2018年，对于大旅游这张“卷子”，光大
信用卡将“金融+旅游”作为发展的重点方
向，制定“大旅游”战略，并用自己的行动作
出了详尽的阐释：方便、实惠、致远。

方便：把握答题方向，聚焦“金融+旅游”
2018年初，中青旅集团100%国有产权

划转至中国光大集团，光大银行与中青旅
变成“兄弟”企业，开启光大银行与旅游行
业深度融合的新进程。

除中青旅之外，拓展滴滴出行、凯撒旅
游、龙腾出行、途家等多个与旅游相关的合
作方，加码旅游金融服务能力。

实惠：充实答卷内容，推动产品与品牌
创新

日前，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基于光大中

青旅联名卡客户已有权益，再次推出两项常
规活动，新客户用该卡完成首刷且满3999元，
将有机会获赠拉杆箱；持联名卡在中青旅线
上或线下门店购买旅游产品，满3000元减600
元。光大信用卡在2018年将把“出行”主题活
动及服务作为重点，来支持“大旅游”战略。

致远：提升实力谋定未来 加强专业
性提升客户体验?

为满足客户移动化的需求，2017年，光
大信用卡持续升级手机APP“阳光惠生
活”，从定制化、场景化、科技化、智能化四
个角度入手，更新迭代14个版本，开启消息
推送功能、扫码支付功
能、优惠券功能、AR体
验功能等，将其打造成
联结生活消费、业务办
理、金融服务三大场景
的金融移动服务平台，
客户体验全面提升。

济南工行聚焦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再出发

工商银行济南分行始终秉承“根植泉
城 服务地方”的宗旨，不忘“实体经济是
金融本源”的初心，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
展和供给侧改革的金融需求，围绕“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中心任务，努
力在省市级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中
奉献了“工行力量”，在百姓幸福生活的追
求中烙上“工行印记”。6月末，该行各项贷
款余额1390 . 16亿元，四行占比34 . 72%；
较年初增加 1 3 1 . 4 4 亿元，四行占比
45 . 35%，余额和增量均四行排名第1位。
其中，公司类贷款较年初增加83 . 73亿
元，个人类贷款较年初增加49 . 48亿元，
增量均四行排名第1位。

每周四上午，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儿童神经知名专
家孙若鹏教授门诊就诊的小患儿都不少，尤其到了暑假，
门诊量不减反增。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儿内一科副主任郭
庆辉介绍：“从门诊量来看，癫痫成为了这个暑假小儿神经
科看得最多的疾病，占神经专科门诊的50%-60%。”夏季室
内外温差以及中暑都会令癫痫患者容易发作。暑期暴饮
暴食，长时间玩耍，过于疲劳，这些因素也容易诱发癫痫。
如何避免暑期孩子神经疾病特别是癫痫高发？首先要规
律作息，保证睡眠，控制玩耍时间；其次要注意减少户外
活动时间，避免太阳暴晒。还要注意游玩时避开危险场
所及刺激项目。 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王厚江

宋永祥任青岛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据山东青岛长安网消息，受青岛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永祥委托，8月7日，青
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沙秉
忠到平度市古岘镇调研乡村振兴、扫黑除
恶及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开展情况。此信息
显示，宋永祥已任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
资料显示，宋永祥，1968年4月出生，山东
莱阳人，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工
程师，曾任济南市市中区委书记。原任青
岛市委政法委书记的田庆盈近日已任潍
坊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本报记者

郑济高铁山东段
文物勘探调查服务开始招标

新建郑州至济南铁路山东段文物勘
探调查服务发布招标公告。该招标项目
为新建郑州至济南铁路山东段工程文物
勘探调查服务，招标人为济青高速铁路
有限公司。郑州至济南铁路山东段，西起
豫鲁省界，进入山东省后途经聊城市的
莘县、东昌府区、茌平县及德州市的齐河
县和济南市的长清区、市中区和槐荫区，
项目投资估算总额330 . 37亿元。

首席记者 王健

排列3第18214期中奖号码为：8、1、7。

下期奖池奖金：11，652，793 . 48元。

排列5第18214期中奖号码为：8、1、7、

9、0。下期奖池奖金：248，791，959 . 38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62 . 71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8月9日

3D第2018D214期开奖结果：8、8、1
双色球第2018S092期开奖结果：红

球：06、10、16、19、24、33 蓝球：16
2018年8月9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近日，青岛市民赵女士和朋友去当地一
家饭店用餐，自己带去螃蟹，让饭店加工，
结果付账时赵女士傻眼了：9斤螃蟹加工
费竟要900元，比螃蟹本身还要贵。她发朋
友圈吐槽：你怎么不去抢钱呢？青岛人带
着人去，真给青岛人丢脸！赵女士说，9斤
螃蟹共14只，8只清蒸6只葱姜炒，不料对
方喊出“天价”。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不
少人质疑，青岛继天价大虾后，又开始天
价手工费啦？物价局工作人员调查发现，
涉事饭店未明码标价，事后经还价还收了
500元加工费，现已要求退还。9日，青岛
西海岸新区物价局和区市场监管局对该
酒店加工费不明码标价行为立案处理，
并责令停业整顿。 据齐鲁网

印象济南·泉世界9月21日预开园

省实验名师网络直播授课
助学超100个小时

9日，“印象济南·泉世界项目说明会”
在园区召开，近百名商家朋友前来参加。
此次说明会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印象济南·
泉世界项目的推进工作。印象济南·泉世
界项目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倾
力打造，总投资30亿元，总规模28万平米，
包含“文、住、食、娱、购、礼”六大主题业
态，项目将于9月21日预开园。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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