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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

未来几天气温逐渐回升
周末最高气温23℃

烟台一对情侣吵架
姑娘赌气跳楼卡在防盗网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110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有一个女
子悬挂在窗户防盗网上，情况十分危急。民
警和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发现女
子头部卡在防盗网上，身体悬空。经五分钟
救援，被困女子被安全拉进屋内。据了解，
该女子王某和男友发生争吵后一时冲动想
不开，爬上窗户欲轻生，结果被防盗网卡住
脖子，男友见状伸手将其拽住。民警对两人
进行了批评教育。 据闪电新闻

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启动
覆盖110个示范县乡

10日，记者从山东省发改委获悉，为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示范标杆，我省
全面启动了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经各
市择优推荐上报、省直联合审查，最终确
定在邹城市等10个县(市、区)、平阴县玫
瑰镇等100个乡(镇、街)、商河县龙桑寺镇
刘集村等1000个村，开展示范创建工作，
着力探索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多元
模式和成功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健康有序进行。 记者 杨璐

为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改善
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市
中区王官庄街道严格落实责任，多措并举
确保老旧小区居住整治改造工作有序有
力推进。该街道把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作为
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及时召开整治改造
部署专题会议，成立以街道主要负责人为
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及相关
社区为成员的老旧小区整治改造领导小
组，对整个过程进行全面协调落实。同时，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另外，每日上报工程
进度，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工期朝
前排，往前赶，确保完成改造任务。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马宇婷

王官庄街道
多措并举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政务

我省加强检验检测认证监管
一次失信终身禁入

交通厅全力推进
普通国省道服务区设施升级改造

10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2016年以来，全省共启动实施普通国省道
服务设施92个，总投资约2 . 4亿元，截至9
月下旬，已完工62处，在建17处。普通国省
道服务区设施升级改造以公众需求为导
向，将服务设施按综合服务站、一般服务
站、停车休息点等三类进行规划布局；在
提供停车、休息等基本服务功能基础上，
大部分服务设施陆续开放免费WIFI、汽
车充电桩、手机充电、风味小吃、宣传材
料、维修工具等服务功能。 记者 王健

日前山东出台《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
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年，全省各类认证有效证书由10万张
增加至13万张。省级财政对获批国家质检
中心、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检测重
点实验室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对
通过“泰山品质”认证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
奖励。对主观故意、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
列入质量严重失信“黑名单”，实行“一次失
信、永久退出、终身禁入”。 记者 杨璐

济南“菜篮子”
将升级为智慧交易市场

济南“菜篮子”要升级了，作为全省智
慧农业试验区，日前济南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济南智慧农业试验区建设的实施方
案》，提出积极推进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
建设，选择10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开
展电子结算、智能交易、产品追溯等系统
平台建设，相关数据与智慧农业大数据中
心实现共享应用。到2022年，实现数据共
享化、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
效化、服务便捷化，基本形成新型智慧农
业产业体系，推动我市智慧农业建设走在
全省前列。 记者 杨璐

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健康中国”战
略方针，弘扬传统中医文化，10月10日，大
观园街道邀请山东大学金谛文化交流中
心专家顾问马志新为辖区老人带来“药食
同源、以养代治”的公益讲座，用具体实例
入手，结合日常生活习惯与饮食调整，向
大家讲解了“以养代治”的方式和手段及
药食同源的益处与方法，还现场为居民诊
脉，解答健康养生问题，提高了居民自我
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为建设“健康社区”
做出贡献。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岩

大观园街道
公益讲堂助力“健康中国”

播报

记者10日获悉，今年济南市治理交通
拥堵打通丁字路瓶颈路项目共28项，目前
已通车14项，还有和平路东延、铁厂北路
西段、祝舜路东延、名士北路、车角山隧
道、经十一路、桃园路、凤鸣路北段、港源
六路西段、彩石片区规划纵二路、药山西
路、万科南侧规划路、白马山南路二期、祝
甸路等14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力争年底
前全部打通通车。 记者 杨璐

济南今年打通28条瓶颈路
已通车14条

12日起K164路
恢复至领秀城东区公交车场

为进一步方便领秀城东区及沿线居
民出行，自10月12日起，济南公交K164
路线恢复至领秀城东区公交车场。K164
路恢复后由石青崖庄开往市立五院调
整为由领秀城东区公交车场开往市立
五院，新设领秀城东区公交车场、领秀
城漫山香墅东区、领秀城中央公园东
区、领秀城森林公园、领秀城D街区、领
秀城北门站点，撤销石青崖庄、二环南
路舜耕路(路南)站点。 记者 王健

10月10日上午，市中区杆石桥街道纪
工委邀请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部副主任、教授李琳同志，对街道机关
和社区党员开展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专题讲座。李琳从条例修
订的背景意义、八大亮点、修改要点、必学
条款、贯彻落实5个方面进行讲解。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悟新增、修改
和整合的重点条款，架起“纪律高压线”。

杆石桥街道纪工委始终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政治
责任，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
韧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
造纪律严明的政治生态，用优良作风取信
于民。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娟

杆石桥街道
学习最新条例 严守政治纪律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冷空气过境，最近两天的气温不断创新低。10日6
点龟山气象观测站温度只有5 . 5℃。济南市气象台发
布预报：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晴，北风短时南风2～3
级，11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丘2℃左右，有霜
冻，市区及其他区县6℃左右，11日最高气温19℃。11
日夜间到12日晴转多云，南风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
河、章丘2℃～4℃，有霜冻，市区及其他区县7℃左右，
最高气温22℃。13日多云转晴，南风3级，最低气温济
阳、商河8℃，市区及其他区县13℃左右，最高气温
23℃。14日～15日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3级，最
高气温23℃左右。 记者 段婷婷

第十届山东老博会明日开幕
同时举办多场养老产业论坛和文娱活动

社保卡丢了到哪里挂失
合作银行网点可办理相关业务

10日，记者从省老龄办获悉，第十届山东老龄产业
博览会(简称山东老博会)将于10月12日-14日在济南舜
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
(市、自治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400
多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达1 . 8万平方米。展品涉及智
慧养老、医养健康、康复医疗、老年生活服务等多个领
域，将充分展示当前养老领域所取得的众多创新成果。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专业养老产业论坛活动，养老业
界专家、大咖将莅临现场。除此之外，展会同期还将举行
书法、广场舞、金婚大典、体检、法律咨询等老年朋友喜
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记者 郭学军

10日，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开通银行网点办理省本级
社会保障卡业务的通知》，通知指出，自2018年10月15日
起，部分省本级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网点开通社会保障
卡相关业务办理工作。持有省本级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
可在开通业务的相应社会保障卡发
卡银行服务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挂
失、补换及社会保障卡密码重置等
业务。如有疑问可咨询省人社厅政
务服务大厅(解放东路16号)30、31号
窗口或者省本级社会保障卡合作银
行服务网点。 记者 王红妮

提示

拟进一步放开准入支持社会办医
17条措施正在征求社会意见

为了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
化医疗服务，济南拟出台《关于支持社会
办医疗机构发展 助推国际医疗康养名城
建设的实施意见》，起草了十七项工作措
施，即日起至10月15日征求社会意见。措
施拟包括全面放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规划限制；全面简化
医疗机构审批申请材料；放宽专科医院及
诊所诊疗科目设置要求；全面实施电子化
注册管理；全面实施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两证合一”等。 记者 杨璐

定制公交S12路增加车辆投入

为满足乘客需求，自10日起，定制公
交S12路将新增一班7：05发车的大容量
纯电动公交车。自定制公交S12路开通以
来，上座率较高，针对乘客提出出行时间
不同的问题，车队及时应对，自10日起每
天6：55、7：05发放两班定制公交，来满足
乘客需求。济南公交五分公司三队的工作
人员说，定制公交S12线路今后会根据乘
车人数，适时继续增加班次投入，为乘客
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刘继哲

平度交警力保假期景区周边畅通

国庆假期，青岛平度交警大队科学布
警，强化对景区周边道路的警力安排，提
高对过往景区车辆的疏导能力，确保景区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赢得了游客的
点赞。 通讯员 陶龙飞 摄影报道

交通进行时

百态

排列3第18276期中奖号码为：4、1、8。
下期奖池奖金：10，487，913 . 36元。

排列5第18276期中奖号码为：4、1、8、
8、8。下期奖池奖金：223，861，461 . 30元。

大乐透第18119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6、09、11、16、35，后区：02、05。下期一等奖
奖池奖金：6，481，977，558 . 64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0月10日

3D第2018D276期开奖结果：2、6、1
七乐彩2018Q119期开奖结果：04、11、

13、14、18、20、26 特别号码：29
2018年10月10日

公开征集2019立法计划建议项目
10月15日截止

9月30日起，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向社
会公开征集2019年立法计划建议项目。济
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自
治组织和公民均可以提出立法计划建议
项目。立法计划建议项目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提出：一是邮寄至济南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室(邮编250099)，并请标注“征集
立法建议”；二是发至电子邮箱s rd f z@
126 .com。本次征集立法计划建议项目截
止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记者 杨璐

济南市企业开办“一窗通”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近日，济南市企业开办“一窗通”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可实现新开办企业营
业执照办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涉税办
理、社保登记等事项“一网通办、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服务平台访问网址：山东
省政务服务网http：//zwfw.sd.gov.cn，或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
www.sdaic.gov.cn，点击“企业开办‘一窗
通’”即可实现。 记者 段婷婷

济南市中城管
启动“无人机取证执法“

为展示济南市近年来在智慧城管方面
取得的成就，10月10日，济南市城管局举行
城管科技大赛启动仪式暨智慧城管无人机
拍案活动。工地巡查中有了无人机协助，执
法人员可实现高空、远距离实时监控。据了
解，市中区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一周内实
现17个街道办事处无人机全覆盖巡查。截至
9月份，共拍摄案件2540余起。下一步，市中
区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将在原有基础上增
添4台小型无人机和建立无人机工作站，以
便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管理。记者 高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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