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汇08 2018 . 11 . 3 星期六
编辑、组版/段书强

油价跌了 加满一箱油少花15元
今迎年内最大跌幅，分析师：半月后或“二连跌”

滴滴“公众评议会”邀全社会探讨平台治理

为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
的声音，满足公众便捷安全的出
行需求，11月2日，滴滴“公众评议
会”上线试运行，针对平台面临的
难题和挑战，长期征求意见和建
议，邀请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治，
共同建立安全健康的出行生态。

“公众评议会”试运行期间，
将对每个话题开展7天的讨论。第
一期话题是“醉酒乘客独自乘车
司机能否拒载”。酒能助兴，但醉
酒引起的惨痛教训也不少见。醉
酒人士无人陪同，可能引发纠纷，
甚至人身伤害，影响出行安全。在
滴滴平台上，醉酒乘车引发的纠
纷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目前平台
每天收到的司机投诉与报备中，
超3万次与醉酒乘客乘车相关。

乘客、司机及社会各界可通过
滴滴出行微信订阅号参与话题投票

和评论。投票结果、评论建议将直接
反馈给公司相关团队，为平台梳理
规则、优化产品方案、建立疑难案例
库提供参考建议。相关解决方案也
将提交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平台
将充分借鉴相关领域的智慧和专
业，最终方案将向公众公布。同时，
滴滴将定期邀请积极参与讨论的用
户参加线下意见征求会。

9月份以来，滴滴持续面向社
会广泛征集意见，“公众评议会”
是继线上意见征求、线下意见调
研、筹建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后，
近期推出的第四项社会共建举
措。后续“公众评议会”将针对是
否能携带宠物乘车、司机归还遗
失物品，乘客是否应支付感谢费
或往返路费等争议话题，邀请用
户、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共建共
治。 记者 王健

为移动金融插上科技的翅膀
光大手机银行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已成为
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今年新年伊
始，通过构建全新的移动金融生
态体系，光大银行提出了“一部手
机 一家银行”的移动金融发展
策略，并加大科技投入，为移动金
融插上科技的翅膀，以满足人们
美好生活的需要。

多年来，光大银行一直秉持
“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用服务创造价值，将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移动金融领域的
技术革新不断融入到产品设计之
中，为客户构建优质的金融服务
平台。
医食住行全覆盖 乐享指尖悦生活

现如今，手机银行已成为百
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光大手机银行于近期全新升

级了其生活板块，各项功能切实
做到医食住行全覆盖，贴心满足
了客户的日常生活需要，让消费
者动动手指，即刻享受精彩生活。
千人千面 打造个性化智能银行

“千人千面”是光大手机银行
新增功能的一大亮点。该功能基于
算法引擎、规则引擎、场景引擎等
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客户的行为
及偏好，在手机银行客户端上的不
同入口，针对不同的分层分群客户
展示个性化的信息和服务。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全面发
展移动金融时不我待，科技创新浪
潮波涛汹涌。未来，光大银行将加
快移动金融布局，全面提升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速度，把握趋势，积
极探索，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便
捷、优质的创新型移动金融服务。

□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11月2日讯 2日，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根据近
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8年11月2日24时起，国内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75元和
365元。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公布的
最高限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 . 31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 . 33
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 . 32元。按
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量估
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节省约
15 . 5元。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臧文
刚认为，在美国全面制裁伊朗落
地之前，原油延续暴跌走势。11月
16日的24时，成品油零售限价遭
遇“二连跌”的可能性较大。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提醒

济南有三支

防汛救援队伍

行业

全新一代宋DM
成新晋“锦鲤”

在向新而行的品牌理念
下，全面进入造车新时代的比
亚迪越走越精彩。作为比亚迪
布局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领域
的重点车型，宋DM上市仅一
年，便累积了近6万用户，销量与
口碑双赢。如今迭代而来的全新
一代宋DM也愈发耀眼，四款配
置车型组成阶梯矩阵，价格横跨
17 . 69万—20 . 69万元，以品质
和实力征服市场，为中国主流
家庭用户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校外培训机构
“主课”老师要有资格证

济南市在建设领域
开展扫黑除恶集中行动

11月2日，济南市城乡建
设委召开全市城乡建设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行动
动员部署大会，在土石方工
程、招投标、工程款结算等七
大领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集中行动。 记者 李
震 通讯员 关学军

11月2日，省教育厅召开
全省校外培训机构整改推进
工作会。下一步，山东将全力
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工
作。下一步将分站别类重点
攻坚。要重点整治师资配备
情况，从事语数英、理化生等
学科培训的教师，应当具有
相应教师资格和教学能力；
要重点整改命名情况；严禁
超纲超前教学；要规范作业
布置；要严肃招生入学；对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零容
忍、严处罚等。记者 董广远

济大5专业(群)
获5300万项目经费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公布山
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
对接产业项目评审结果，济南大
学申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
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金融学5个专业(群)
全部获批立项，立项数量位居省
属高校第一(并列)。济大共获专
业对接产业项目经费5300万元。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刘珂珂

官扎营街道党工委
进一步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10月31日，官扎营街道党
工委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严
明工作纪律，强化督导工作职
责，不断夯实干部队伍作风大
整顿活动的基础。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以及各科室、社区中层
干部参加会议。会上，街道党工
委书记刘龑强调，全体干部职
工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重视
作风建设，着力抓好内部管理、
自我监督、自我约束机制；整改
落实、确保实效，进一步提高干
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水
平；严肃纪律、强化问责，针对
近期通报的典型案例、他人违
规违纪现象举一反三、对照查
摆。街道将重点加强考勤、考核
制度，切实推动作风大整顿工
作长效化、常态化。 记
者 王国青 通讯员 王德华

济南超210亿元
中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1月2日，以“智汇中德，赋能
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德中小企业
合作交流大会落下帷幕。在中德
中小企业投资推介会上，27个中
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投资共计
214 . 4亿元，涉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技术合作等领域。记者 杨璐

六里山更换垃圾桶
美化环境

为优化辖区内的卫生环
境，着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市
中区六里山街道城管委以聚焦
民生为落脚点，更换新型垃圾
桶,切实办好民生工程,在辖区
内形成爱护环境的浓厚氛围。
辖区内玉函南区存在垃圾桶破
损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六里
山街道城管委以民生为导向，
自筹资金对小区内的垃圾桶进
行了更换。此次共更换垃圾桶
100余个，不仅美化了环境，更
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称赞，赢得
居民喝彩。

下一步，六里山街道城管
委将继续以服务民生、保障民
生为工作路线，继续提高居民
环境品质，打造环境优美、生态
宜居新市中。 记者 王
国青 通讯员 许德平

日前，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狼猫山水库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技术
培训与综合演练（上图）。据了解，目前济南共有三支防汛救援队伍，一支是陆军
预备役舟桥团，主要是深水区救援；一支是武警济南支队抢险队，救援人员为主；
一支是城建集团机械化抢险队，主要调用大型机械参与抢险救援。记者 李培乐

槐荫新增电子抓拍设备
历下三个抓拍点位调整

近日，槐荫区新增6套电
子抓拍设备，分别是济兖公
路与古丰路三个方向的三套
多功能电警、古丰路与经十
西路路口的一套多功能电
警，以及济兖公路与古丰路
路口、古丰路与经十西路路
口的2套违停球机。违停球机
具有违法停车自动抓拍功
能，可24小时抓拍。

此外，历下区三个抓拍
点位调整，其中环山南路与
旅游路路口调整多功能电警
方向为东向西，位于护城河
区域内的2个公交车道抓拍
点位也进行了调整，具体位
置为大明湖路省府北门东20
米路北、黑虎泉西路与旧军
门巷交口东20米路北。护城
河内的假日公交车道，在周
末和法定假日的早7点到晚7
点，严禁私家车借道，除此之
外的其余时间，私家车可借
道公交车道行驶。

记者 吴永功

北郊热电锅炉启动
这些片区将热起来

11月2日，济南热电所属最大
热电联产环保供热企业北郊热电
分公司开始点炉，投入热态调试
工作。北郊热电分公司供热范围
东到历山路，北到二环北路，西到
西外环，南到经六路，供热面积达
2000万平方米。此次投入运行的
是该分公司一台130吨蒸汽锅炉，
据济南热电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热调试进度，会逐步启动供热
锅炉，确保11月15日按时达标供
热。将涉及新城社区、恒大朗润
园、翡翠郡南北区、西苑、经三纬
九、泉星小区、警苑小区、天和园
等。如有疑问，请联系济南热电客
服热线67812319。记者 李培乐

千佛山拆违拆临持续
共拆除约1000平方

10月31日上午，千佛山执
法中队配合办事处对佛山街
40号原煎饼卷大葱及服装店
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施工。据
悉，此处违建位于佛山街南头
路东，此次拆除面积约1000平
方。 记者 李震

新城细毛山药来了 10斤98元
3日，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将给市

民带来正宗新城细毛山药，一箱10
斤，98元，一次购买三箱起二环内免
费配送。据悉，新城细毛山药具有健
脾、补肺、固肾、益精等多种功效，集
菜品、药品和补品三者于一体。

据悉，山东桓台新城细毛山
药，外形呈圆柱形，一般长60至80
厘米，横径3至5厘米，重400至600
克；皮薄，黄褐色，斑点均匀，表面
有细毛根。其肉质细白，口感细腻
香甜。新城细毛山药栽培历史悠
久，早在明清年间就享有盛誉。

2008年5月，新城细毛山药通过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2009年4月，被
命名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1年10月，成为国家地理证明商
标；2013年10月，被淄博市旅游局评
为标志性旅游商品；2016年12月，被
纳入淄博市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录；

2017年，被纳入山东省农产品知名
品牌目录。新城细毛山药具有健脾、
补肺、固肾、益精等多种功效，集菜
品、药品和补品三者于一体。

“通过我们的客运线路可以
节省运费，保证我们的细毛山药
价格更优惠。”济南长途汽车东站
负责人说，长途汽车东站3日将运
来正宗的新城细毛山药，10斤装
仅需98元/箱，购买3箱以上还可
以享受二环以内免费送货服务。
该负责人说，很快他们还将给市
民带来正宗的章丘大葱。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位于二环
东路和工业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市民可以乘坐46路、99路、K93路、
BRT4、BRT5、80路、87路、116路、
123路到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
话15963117856、88934987订购。

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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