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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连绵 明天有望转晴
预计中秋假期天气晴好

未来3年
我省招公费师范生1 . 5万名

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省教育厅厅长邓云锋作了《关于全省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工作情况的
报告》。邓云锋介绍，从2016年起，省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实施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目
前已招收1 . 2万名公费师范生。下一步，我
省将完善公费师范生培养机制，未来三年
招收公费师范生1 .5万名，为农村学校培养
高质量的教师。 据《大众日报》

逛故宫的时候
也能喝到“小蓝杯”了

为便于中秋节返乡学生客流乘车，
K18路将于9月21日、22日两天适时开通
1部高校学生专线车，专线车前部摆放
K18路高校学生专线车标志，主要服务
线路途经的山东政法学院、山师、山大
趵突泉校区。专线车主要采取提前预订
方式，可直达火车站、汽车站。预订电
话：88550736。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顾广海

中秋节前K18路开通定制公交

19日起，消费者在北京故宫也能享用到
“小蓝杯”了。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故宫箭亭
店19日正式营业，为游客及故宫内工作人员
提供咖啡饮品和三明治等轻食服务。瑞幸咖
啡成为国内首家入驻故宫的连锁咖啡品牌。

数据显示，北京故宫2017年客流量达
1700万，许多游客有咖啡消费需求。据了解，
故宫箭亭店是瑞幸咖啡在全国开业的第
1099家店，位于故宫太和殿东侧的箭亭。箭
亭广场是故宫划定的公共餐饮与休息区，
游客在这里歇息的时候可以享用到一杯物
美价廉的咖啡和健康的轻食。瑞幸咖啡入
驻北京故宫，将长期为故宫游客提供专业、
便捷的咖啡及轻食服务。

发展迅猛的瑞幸咖啡被网民称为“小
蓝杯”。截至目前，瑞幸咖啡全国门店数量已
经超过1100家，销售杯量已经超过3000万。
瑞幸咖啡声称，今年年底全国门店数量将
达到2000家。 记者 王健

百态

出租车司机一路闯红灯
送孕妇看急诊

日前，鲁能公司鲁AT5244号车的驾
驶员孙鑫鑫开出租车来到泺源大街银座
商城附近时，看到路边一位女士捂着肚子
招手拦车。孙师傅连忙停车。与乘客交流
后孙师傅得知，该女子已经怀孕两个月，
当时出现出血症状。孙师傅立即打通122
电话，报备了车号，打着四闪，连闯了几个
红灯把乘客送到了医院急诊科，没收的费
就离开了。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田桂芝大观园街道纪工委

有效监督促拆违

为持续推进街道拆违拆临工作，确
保四期拆违拆临台账清零，大观园街道
纪工委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工作职能优
势，从辖区违建中涉及到党员、公职人员
住户入手，通过宣传、教育及谈话，动员
党员住户身先示范，带头先拆。

该街道纪工委书记一方面多方联系
党员、公职人员违建户所在单位及相关社
会关系，一方面深入居民家中，了解其态度
及要求，摸清情况，教育引导党员违建户带
头拆除。对于个别态度强硬的违建户，利用
监督执纪职能，将党的纪律挺在前面，坚持
原则上不退让，使违建党员住户充分认清
形势，态度从强硬到配合拆除。

街道纪工委全程监督，城管、执法中
队、派出所通力合作，加班加点，对小纬
四路23号和37号违建集中突破，一鼓作
气、快速彻底地拆除了最后4户的违建，
为街道拆违拆临工作任务完成提供了坚
强保障。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岩

行业

中秋国庆将至，天桥区南村街道纪
工委立足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监察
工作，严防“四风”和安全生产问题发生，
确保廉洁过节、平安过节。

街道党工委召开专题会议，要求领
导干部做好垂范，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厉
行节约等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干部群众
的监督；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及时向分管
科室、社区工作人员传达廉洁过节要求，
对重点科室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增强
广大监察对象遵纪守法意识，营造廉洁
过节的浓厚氛围。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制
度，严禁值班人员缺岗脱岗，强化对安全
生产特别是长途汽车总站周边安全的监
督与指导；严格遵守外出报备工作规定，
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要保持通讯联络畅
通，确保随时能够取得联系、节假日相关
工作有序进行。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刘振岗

南村街道纪工委强化监督
确保廉洁平安过节

政务

济南先河营养服务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370100MJD695394Y)经理

事会决议，拟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登

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于2018

年9月20日(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城管委对辖区所有
在建工地建档立案，依据“普通工地每周一
查、问题工地天天检查”的原则，对辖区工
地进行动态巡查、跟踪问效。同时，开展渣
土运输专项整治。要求所有建筑工地抓好

“三个一”建设，即：硬化一条道路、备齐一
套清洗设备、围好一圈围挡。另外，不定期
召开街道、建设和施工方、渣土承运方负责
人联席会议，通报路面和环境污染情况，强
化其守法、文明施工意识。

下一步，该街道将采取突击检查、回
头检查、随机检查等方式，从源头狠抓施
工工地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重视不
够、落实不到位、整改不及时的工地采取
高限处罚和停工措施，进一步落实工地扬
尘防治责任，确保建筑工地裸土全覆盖、
无扬尘，规范建筑工地施工秩序，推动辖
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文

王官庄街道城管委
集中整治施工工地

3路、75路开通假日务工专车女司机高速路上低头吃糖
导致四车追尾严重损坏

84路和BRT5双节每天增加班次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结婚登记有引导专员和“幸福护照”
婚姻登记服务品牌创建工作研讨会召开

明起济南公交试运行BRT10号线
可免费换乘BRT1、BRT3、BRT7号线

由于济南16日起正式入秋，这两天的降雨是真正
意义上的第一场秋雨。21日天气将逐渐转晴，不过将
迎来新一轮冷空气。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20日白
天仍然是阴有小雨转多云，21日天气将放晴。这意味
着，中秋假期期间，将迎来晴好天气，但新一轮的冷空
气已在路上。济南市气象台19日16时发布天气预报：
20日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早晨最低气温19℃左右，
20日最高气温25℃。20日夜间到21日晴到少云，最低
气温市区16℃左右，最高气温26℃。22日～25日以晴
为主，北风短时南风2～3级，气温下降，市区最低气温
13℃左右，最高气温23℃左右。 记者 段婷婷

自21日起，济南公交依托二环西路BRT走廊，开通试
运行由黄岗路至凤凰山立交桥的BRT10号线。届时，二环
西路南段沿线乘客可通过乘坐本线路免费换乘BRT1、
BRT3、BRT7号线，实现二环西路走廊与北园大街走廊的
联系。BRT10号线由黄岗路开往凤凰山立交桥，途经无影
山中路、二环西路，沿途设置黄岗路、匡山立交桥南、二环
西路威海路、二环西路日照路、二环西路张庄路、二环西路
经六路、腊山立交桥南、普照园小区、二环西路腊山路、二
环西路刘长山路、前魏华庄、二环西路克朗山南路、二环西
路簸箕山南路、二环西路二环南路、腊山热源厂南、凤凰山
立交桥站点。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济南公交一分公司三队根据市民需
求，计划在中秋节、国庆期间开通学生班
车和务工专车。车队所属3路开往火车
站，75路途经文化东路、文化西路，沿途
有不少大专院校，每到假日两条公交线
客流量非常大。驾驶员郭亚平介绍，公交
车可以跨线调度，如75路沿线学校有团
体到火车站的，他们可以专车接送，同样
3路公交也可以到建筑工地接送务工人
员直接去火车站。调度电话：88267895。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程永刚 陈延武

双节期间火车站客流激增，84路和
BRT5公交车队将每天增加12个班次，
方便出行和返家的乘客。如有集体到火
车站的各院校和厂矿企业，可以联系84
路和K107车队定制包车业务。

记者 李培乐

公告

19日，山东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历城一
大队接到报警，在历城唐王段由东往西方
向发生四车追尾事故。肇事车黑色大众途
昂女司机告诉民警，因为开车时低头吃糖
分了神，，猛然抬头才发现已来不及刹车，结
果与前边三辆轿车发生严重追尾，造成四
车严重损失。处理事故的民警感慨，女司机
吃糖，代价实在太大。 记者 吴永功

孔子邮局发行
2018央视中秋晚会纪念封戳

24日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
将在山东曲阜尼山举行。为此，孔子邮局
特发行编号为KZYJ-03纪念封1枚，启用
纪念邮戳1方。该组纪念封、戳由孔门弟子
任不齐后裔、著名邮品艺术设计家任怀平
先生与青年设计家胡盼盼联袂设计。纪念
封贴有中国邮政9月15日刚刚发行的《月
圆中秋》邮票或孔子个性化邮票。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任怀平

播报 峄城供电：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日前，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户服务分
中心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举措，进一步
压减办电环节、办电时间、办电资料、办电成
本，持续提升供电服务品质，全面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更好地服
务企业发展，又组织开展了优质服务进企
业活动。按照分片负责的原则，营销服务人
员深入到全区各大企业开展上门服务工
作，认真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用电需求情
况，详细介绍优质服务工作举措，主动征求
客户对供电服务工作的建议。同时，帮助检
查用电设施，消除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问题，
做好安全用电、科学用电技术指导，增强客
户安全用电意识，共同打造健康和谐的供
用电环境，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赢得了广大
电力客户的好评。 刘西华

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通过省规委审议

19日，山东省城乡规划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在济南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13项
规划。《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
编工作从2014年正式启动。此次规划定
位为凸显“因泉而生、泉城共生”核心价
值，保护并彰显济南“古城与商埠并举，
山、泉、湖、河、城一体”的城市特色。历史
名城保护方面，保护古城、商埠双城并举
和经二路、经四路横向连接的历史格局，
重点保护古城内山城互看视廊、大明湖
四向视廊等空间视廊。 记者 高玉龙

升级改造后
济南战役纪念馆重新开馆

济南战役纪念馆自2017年11月闭馆
升级改造后，已经于16日正式对外开放。
济南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98年，2003年
正式建成使用。此次是纪念馆建成15年
来第一次全面升级改造，融入了全新布
展形式和展陈理念。 记者 郭学军

济南先行区有望迎来
国内首个PEM制氢国家标准

记者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获
悉，17日至19日，水电解制氢两项国家标准
第三次研讨会议及PEM水电解制氢企业
标准审查会议在济南举办。济南市率先提
出建设“中国氢谷”、打造“氢能城市”。氢能
源是济南先行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之一。
本次大会对水电解制氢两项国家标准进行
研讨，对山东赛克赛斯氢能源有限公司
PEM纯水电解制氢标准进行技术审查，并
以此为基础启动国内首个PEM制氢国家
标准的制定。 记者 杨璐

排列3第18255期中奖号码为：7、1、
0。下期奖池奖金：10，420，409 . 64元。

排列5第18255期中奖号码为：7、1、0、
7、5。下期奖池奖金：220，412，207 .98元。

大乐透第18110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6、19、21、27、28，后区：03、11。一等奖中出
6注，每注奖金7，219，659元。一等奖追加中
出3注，每注奖金4，331，795元。下期一等奖
奖池奖金：6，499，010，024 .89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9月19日

3D第2018D255期开奖结果：2、8、9
七乐彩第2018Q110期开奖结果：08、

10、12、13、17、20、25 特别号码：07
2018年9月19日

19日，“泉城·爱帮”婚姻登记服务品牌创建工作研
讨会在历下区婚姻登记处召开。今后在济南结婚的新
人，将有专业“引导员”全程服务，还会为新人颁发“幸
福护照”。第一批“幸福护照”，已开始在历下区婚姻登
记处免费颁发。济南市民政系统打造的“泉城·爱帮”婚
姻登记服务品牌，推行结婚登记“四个一”服务：即提供
一次全程引导、见证一次爱的声明、举行一项颁证仪
式、赠送一本“幸福护照”；离婚“四个一”服务，即设立
一处冷静空间、进行一次专业辅导、坚持一次单独问
询、给予一次善意提醒，能让那些走在婚姻边缘的夫妻
多一次挽救的机会。 记者 郭学军


	S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