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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天天气回暖是主旋律
9日开始阳光重新上线，气温明显回升

我省实施
旅游“厕所革命”新三年计划

日前山东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精品旅
游发展专项规划(2018—2022年)》，规划在
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推进高
速公路服务区休闲旅游设施建设与改造，
在国省干线公路和通景区公路沿线合理布
设服务区、停车港湾、观景台、驿站、自驾车
营地等旅游服务设施。实施旅游“厕所革
命”新三年计划，建设一批无臭无味、自动
化程度高的生态厕所。 记者 杨璐

S176今天开行 可免费体验

六里山拆违拆临持续发力
利民惠民一拆到底

六里山街道城管委根据全市拆违拆临
工作精神，以拆违拆临为抓手，以民生问题
为导向，在圆满完成四期拆违拆临工作的
基础上，全面落实无违建社区创建工作，确
保拆违拆临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宣传先
行，和谐拆违，与社区工作人员组成联合工
作小组，坚持自拆为主、助拆为辅；形成以社
区为单位，科室、社区包干负责的管理模式，
高效拆违，并增加防尘措施，确保辖区环境；
以拆违拆临为主线，以建绿透绿为基础，以
口袋公园为亮点，坚决贯彻“服务为民”的指
示精神。下一步，城管委将持续发力，建
立健全联动机制，完善后续利用，让居民
感受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王伊宁

播报

8日，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孔杰到市12345热线接听市
民来电。记者了解到，济南“一次办成”改革
实施4个多月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市级1165
项政务服务事项均已实现一次办成，其中

“只跑一次”占比在81%以上。 记者 杨璐

济南市级1165项服务事项
全部实现“一次办成”

“寒衣节”五万余人到玉函山祭扫

北村街道多措并举
助推“12345”热线工作成效

为提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效率
和办理质量，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北
村街道以“群众利益无小事”为原则，认真
受理来电，及时回应诉求，为百姓解难题、
办实事，群众满意度逐步提高。街道纪工
委严格监督执纪，加大对热线办理中不作
为等问题的问责力度。同时，定期组织“回
头看”行动，对已办结案件及时追踪回访，
对反复投诉、回复不实、整改不到位的工
单纳入监督考核重点，确保反映问题整治
彻底、整改到位，切实提高工单办理质量，
努力提升实际解决率和市民满意率，以监
督执纪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效能和水平，以
扎实作风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满意度。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杨光

11日，由山东画院、山东省文化馆、山
东省书画学会主办的《58同行画展》将在
济南市博物馆举办，展期至11月18日。该
展览将展出赵长刚、仇东、郭执铨、时振
华、周群、张丽华、姜超、孙华进等八位著
名书画家的40余幅作品。参展艺术家皆为
1958年出生，是山东书画界的中流砥柱。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乔琳

市博物馆将推出《58同行画展》

8日中午济南市区气温只有6℃上下，冷得有些任性。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9日开始阳光重新上线，气温也将有
较为明显回升。根据济南市气象台8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
报：8日夜间到9日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9
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商河3℃左右，有霜冻，市区及其他
区县6℃左右，9日最高气温17℃。9日夜间到10日晴转多
云，东北风转东南风都是2～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2℃
左右，有霜冻，市区及其他区县6℃左右，最高气温15℃左
右。11日多云转晴，南风2～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4℃，
市区及其他他县8℃左右，最高气温17℃左右。12日～13
日晴，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左右。记者 段婷婷

历下法院变卖黄金99景城一处房产
起拍价379 . 098万元

历城法院启用交通事故专业调解室
多合一，最大限度实现纠纷快速有效处理

公 告
根据《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发展养老服务业省级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鲁民〔2016〕44号)文件规定，由市中区民政

局、财政局初审，并委托山东泰山社会服务业发展促进

中心对全区符合资助条件的养老服务设施项目进行材

料审核和实地查看。经评审，拟对10处城区日间照料中

心项目申报省级养老服务业专项资助(资助明细详见市

中区人民政府网)。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对资

助项目及金额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截至11月19

日)向市中区民政局反映。

联系电话：0531-82078648

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

2018年11月9日

心怀担当，我是栋梁
光大银行“栋梁”信用卡正式发布 刘国梁亮相代言

10月15日，中国光大银行在京举
行发布会，正式推出“栋梁”信用卡。该
卡以“心怀担当，我是栋梁”为主题，倡
导担当精神，争做社会栋梁。光大银行
特邀前国乒总教练、中国乒协副主席
刘国梁先生为“栋梁卡”代言。

“栋梁”之卡正式亮相
在国人心里，刘国梁就是一个

屹立不倒的传奇。他身上所体现出
的勇于担当的运动精神，深受社会
各界肯定。且刘国梁一直致力于推
动全民乒乓运动，正因此，光大银行
特邀刘国梁先生作为代言人，共同
推出一张极具特色的信用卡——— 光

大“栋梁”信用卡。
光大银行“栋梁卡”卡片分为金

卡和白金卡两种类型，除了可以享
受光大银行金卡和白金卡的所有基
础权益之外，刷VISA卡消费满额更
有机会获赠刘国梁定制签名版的乒
乓球拍。这张信用卡还极具收藏价
值，卡面以厚重感十足的栋梁二字
为主体，刘国梁先生的签名为亮点，
3D打印工艺突出栋梁精神；金卡纯
蓝色的卡面体现活力十足的年轻一
代对晴朗未来的憧憬；白金卡黑白
色的卡面体现了“胜负决于方寸处，
轻重明于栋梁心”的栋梁担当精神，
再次让爱国、奉献、积极、创新等经
久不衰的中华民族精神深入人心。

心怀担当，我是栋梁

刘国梁先生用战绩和荣誉，担
起了传播体育精神的责任；光大银
行和VISA，用信用生活搭起用户触
碰梦想的桥梁。此次两者的结合，真
正从家国使命的高度，以“栋梁”为
责任标杆，呼吁更多人对自己、对他
人心怀担当。

光大银行“栋梁卡”不仅仅是一
个创新的金融产品，更寄托着勇于担
当的精神和情怀。下一步光大银行信
用卡中心还将积极参与推进“全民乒
乓运动”，倡导全
民健身精神，整
合乒乓资源，为
乒乓球爱好者提
供更多的服务和
便利。

开奖公告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日前，记者从济南中院获悉，历下区人民法院于9月26
日10时至11月25日10时期间(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在历
下区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变卖标的为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17号黄金99景城小
区16号楼3-202室及3-110储藏室，起拍价：379 .098万元，增
价幅度：10000元。标的具体信息包括：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
路17号黄金99景城小区16号楼，用途为住宅。3-202室建筑
面积为146 .96平方米，建成于2012年，房产证号：历247182。
3-110室建筑面积17 . 09平方米，房屋用途：杂物间。未能入
户查勘，室内状况不详。举报监督电话：0531-81691108，法
院咨询电话：15269127330。 记者 张鹏

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快的解决办法，11月8日，历城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前在线调解平台暨道路交通
事故专业调解室在历城法院正式启用。在线调解平台和调
解室的启用，可以深度整合交警认定、鉴定评估、保险理
赔、调解和解、法院诉讼等多种功能，集约各部门的专业资
源，实现事故处理全过程的数据共享和交互服务，能够最
大限度实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快速有效处理。
交通事故调解室启用后，发生交通事故需要获得赔偿的当
事人，可以通过专业调解室，登录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平
台，提交有关资料信息，按照流程规定，在线申请调解和要
求保险理赔。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马悦静 柳奇

济南三职专刘静老师
被聘为古礼课程专家

10月20日至21日，第二届传统文化主
题学校建设与发展论坛暨中韩传统文化
经验交流会在曲阜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华
文化教育发展联盟、曲阜阙里书院、山东
壹知文化主办。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中小学
校长、德育主任、骨干教师及传统文化爱
好者参加了论坛。会上，济南三职专刘静
老师作了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典型发言，济南三职专学生刘泽
伟、高含表演了“全国职业院校师生礼仪
大赛”一等奖作品“孔鲤过庭”。刘静被中
华文化教育发展联盟、曲阜孔子阙里书院
聘为“古礼课程”特聘专家，成为300位与
会代表中的5位专家之一。 记者 张鹏

29个项目进入“拿地即开工”审批

8日，记者从济南市市政服务管理办
了解到，济南推出“拿地即开工”审批模
式，通过新流程，实行分类审批、联合办
理，大幅度压缩审批时限。申请资料由375
个压减为50个以内，申请材料数量压减
80%以上。实施以来已有29个项目进入
“拿地即开工”审批程序。 记者 杨璐

一辆消防车720万
高精设备助力泉城安全

8日，济南市2018年消防安全宣传月活
动暨首届泉城119消防奖颁奖启动仪式在万
达广场举行。记者在消防器材车辆装备和
官兵消防技能展示现场看到，一辆奔驰72米
举高喷射消防车价格为720万。这是当前济
南市价格最贵的消防车。 记者 李培乐

临邑交警上门宣传
“放管服”改革新举措

11月2日，德州临邑交警大队车管所民
警走上街头，开展“放管服”改革新举措宣
传活动。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交流
等方式，向群众详细讲解了“放管服”便民
利民新举措，交管12123手机APP上的功能
与使用步骤。通讯员 霍金龙 摄影报道

交通进行时

山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国家考核中取得第三名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联
合下达2017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绩效评价情况通报，我省在31个省(市)
中名列第三，获中央财政奖励资金389万
元。这是我省连续4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财政部组织的考核中获得第三名的好
成绩。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于2009
年启动实施，是我国政府向城乡居民免费
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 据新锐大众

8日寒衣节，为全面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要求，济南市殡仪馆着力打造首个“无烟寒
衣节”。截至下午2点，玉函山公墓接待祭奠
群众约五万余人，安保人员劝阻墓区烧纸
现象150余起。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李澎

9日，滴滴公交S176将试运行，沿线
居民可以免费体验。S176从尚东花园至
省胸科医院，票价5元。 记者 王健

公交车要开“暖气”啦
10日开始济南公交进入冬运，公交五

公司三队已对13路、125路、128路等空调车
暖风系统进行了检修，同时部分车辆配备
了坐垫，给市民提供舒适温暖的乘车环境。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孙萍 王永克

排列3第18305期中奖号码为：1、9、0。
下期奖池奖金：10，379，734 . 40元。

排列5第18305期中奖号码为：1、9、0、
6、0。下期奖池奖金：256，341，434 . 76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66 . 35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1月8日

开奖公告

刘刘静静老老师师作作典典型型发发言言。。

3D第2018D305期开奖结果：8、4、5
双色球第2018S131期开奖结果：红

球：21 22 24 31 32 33 蓝球：01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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