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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公告

提示

开奖公告

齐鲁

泉城书房·博物馆分馆开馆
分馆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山航成功实施
90米低能见度起飞验证

2018年12月4日21点08分，山航一架
编号为B-1931的波音737-800型飞机在首
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于21:29在首都机场
01号跑道平稳落地，验证了使用HUD执行
RVR90米(跑道视程90米)低能见起飞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意味着山航在首都机场
实施低能见度起飞验证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志超 吕强

我省部署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

近日，记者从全省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媒体通气会上获悉，省政府安委会确定自
11月19日起至明年全国“两会”结束在全省
集中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11月以
来，全省消防部门累计检查社会单位3 .3万
余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6 . 8万余处，临时
查封758家，责令“三停”(停产停业、停止使
用、停止施工)461家。 记者 李培乐

12月4日，济阳区仁风镇三里村许某
军将一面写有“警民携手共筑和谐”的锦
旗送到仁风派出所户籍民警程琳的手中。
原来，民警程琳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三
里村许某军之妻李某岭因户口年龄有误，
本到了该领养老钱的年龄，却因年龄有误
一直未能领到养老钱。了解情况后，户籍
民警程琳立即向分局户政科反映此事，并
向许某军详细讲明了需要准备的材料，最
终为老人解决了困难。 记者 张国桐

领养老钱年龄有误
细心民警助解决

政银担合作 金融创新

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12月5日下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
东省分行与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山东省分行与山东省农业
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政银担合作
支持山东畜牧业发展战略协议》签约仪式
在东营市蓝海御华大饭店成功举行。此次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进一步扩
大各方在服务“三农”领域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

百态

南山长清十余万居民用上天然气

我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成立

12月5日，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成
立大会暨首届医养健康产业项目洽谈会在
济南召开。据悉，成立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
协会是“十强”产业构建“6个1”协调推进体
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协会由省卫生健康委
牵头组建，旨在为会员单位搭建与政府的
沟通桥梁，给予会员单位产业政策支持，搭
建招商引资开放合作平台，为会员单位提
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助力全省医
养健康产业发展。 记者 秦聪聪

日前，伴随着济南南部山区仲宫镇高
而区域仲宫-高而中压管线点火通气，南
山、长清十余万居民使用上了清洁的天然
气。此次点火通气，标志着山东济华燃气
在南山区域和长清区域等镇区提前两年
全部完成燃气“镇镇通”工程。记者 李震

堤口路街道纪工委
开展集体廉政提醒谈话

为充分行使纪工委监督执纪不缺位
的专责，进一步强化街道党员干部的政
治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程序意识
及廉政风险意识，对易发生问题隐患的
工作环节进行提醒教育，12月4日下午，
堤口路街道纪工委组织街道机关各党支
部、各社区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及街道入
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开展了一次集体
廉政提醒谈话。谈话中，通报某村党组织
发生的因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违规发展党
员而受到党纪处分的惨痛教训，为大家
敲响警钟。纪工委要求在发展党员工作
中，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到执行纪
律无条件、遵守规矩不含糊，使纪律真正
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带电的高压线。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滕越

老年代步车翻倒
公交司机和乘客合力相助

行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迎
查工作会议精神，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推
向深入，12月2日，天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迅速召开创城迎检工作部署会。会上传达
学习了上级文明城市创建迎查工作培训会
议精神，对创城工作的各项任务目标、具体
措施、责任划分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对创城
迎检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要明确创城
标准，全面发力，强化部署，按照测评体系
标准要求，逐项对照、整改、推进，实施精准
创建。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巡察频次，
做到全覆盖、无缝隙，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三是加大督
查反馈力度，深入开展专项督查，形成全局
上下齐心协力抓创建的工作格局，坚决打
赢创城迎查攻坚战。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侯芝坤

天桥区市场监管局
召开创城迎检工作部署会

播报

12月6日9：30，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支队长曹凤阳带领部分班子成员和业务处
室及各区交警大队主要负责同志到12345热
线接听市民来电。欢迎广大市民拨打12345、
发送短信(106-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
网市长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官方
微博微信、手机APP积极参与。记者 杨璐

济南交警支队支队长
接听12345热线

泰山索道继续执行现有票价

近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
泰山中天门、桃花源和后石坞索道票价
继续执行现行标准，即中天门索道和桃
花源索道均为单程每人次100元，后石坞
索道单程每人次20元。

批复明确指出，上述票价为最高价
格，票价之外不得加收任何费用。自2018
年12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截至2019年11
月30日。期满后另行公布。 记者 杨璐

省教研工作经验
交流会在济南举办

近日，济南市民张先生冒雨驾驶一辆
丰田FJ越野车来到小鲁庄附近的黄河滩
试验车辆性能，没想到这辆刚买了一个星
期的越野车开了几圈就陷入泥滩动弹不
得。无奈之下，张先生拨打电话向济南越
野e族救援队求助，然而为了救出这一辆
越野车却动用了几十辆救援车和3辆挖掘
机，耗费了近十个小时。 记者 程凌润

越野车雨天进入黄河滩
陷入泥滩却要几十辆车救援

少付10元钱还和司机吵
手机落出租车被送还

近日，郭先生喝完酒乘坐孟师傅的出
租车回家，到目的地车费36元，郭先生将
钱递给孟师傅下车便走，孟师傅发现是26
元。结果，郭先生听后说不可能、还借着酒
劲与孟师傅嚷嚷了起来，见其喝多了无奈
就离开。可车没开出多远孟师傅听到有手
机响，原来是郭先生的手机，孟师傅立即
返回将手机还给了他。接过手机，郭先生
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喝多了，并拿出200元
钱要酬谢孟师傅。最后孟师傅只收了郭先
生少付的10元车费。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刘凤斌

12月4日，由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山东省教
研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市市中区举
行。来自全省的600余名教育界人士共话
教研40年改革成就，梳理教研发展重大变
革，探索教研工作新理念、新路径，一场关
于促进教研工作水平的教育盛宴拉开序
幕！此次活动由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承办。

记者 张鹏 刘晓旭

K168路根据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力
投入，现车队每天增加了两部运行车辆，
增加班次12个。下一步，车队将继续跟踪
线路的客流变化，根据气候变化和客流
变化情况随时增班加车。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邢毅 王峰

K168路天冷加车增班次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12月5日下午，经过前期的精心设计和筹备，在多方
的共同努力下，备受关注的泉城书房·博物馆分馆正式
开放。济南又多了一家百姓家门口的城市书房。

据介绍，泉城书房·博物馆分馆面向社会公众免
费开放，目前实行冬春季开放时间，每天9:00-19:30开
馆。馆藏图书5千余册，精选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文学
历史、经济学等多个门类图书，另有期刊杂志供读者
借阅。

读者可持济南市图书馆借阅证在此借阅图书，同时
市民可凭济南市二代社保卡免押金借阅，泉城书房借阅
的图书与市馆图书实现通借通还。 记者 郭学军

5日，记者从济南市交通委获悉，因私自改装、调
整计价器造成计费失准，张现国等10名出租车驾驶员
被曝光；因在公示的营业站区未按规定停放车辆、候
客、揽客，戴斌等31名出租车驾驶
员被曝光；因未经乘客同意，故意
绕道，冯微等5名出租车驾驶员被
曝光；刘爱莲等4名出租车驾驶员
则因无正当理由拒载等原因被曝
光。

据悉，这批驾驶员面临停运、
培训的处理措施。 记者 王健

50名出租车司机违规被曝光
有的私改计价器，有的绕道和拒载

周末带孩子去看展览吧近日，在济南河套庄一路口处，发生
了温暖的一幕。有一辆老年代步车翻倒在
路边，就在车里的老大娘束手无策之时，
路过的K83路公交司机和车里热心乘客伸
来了援助之手。据悉，因为车辆太重，车辆
翻倒后老人在车里打转，无法爬出。K83路
驾驶员将车辆停到翻倒车辆旁边后，便和
车上热心乘客一起下车，先扶着车里的老
大娘爬出车厢，然后将歪倒的车扶起。

记者 王健

12月5日，《鲁菜》大型纪录片新闻发
布会召开。为弘扬鲁菜传统文化，加快鲁
菜振兴，提升传播力和美誉度，山东省商
务厅根据商贸服务重点工作计划，联合
省委宣传部共同拍摄《鲁菜》纪录片，本
项目已经入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重点项目，由山东映品堂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制。 记者 段婷婷

《鲁菜》纪录片即将推出

我省17批次食品不合格
九海水产品等上黑榜

据齐鲁网报道 山东省食药监局5日
发布今年第52期食品抽检结果，山东九海
水产品有限公司、临沂兴大水业有限公
司、枣庄市汇泉饮用水有限公司等企业生
产的17批次食品不合格。青岛石老人海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香酥鱼排铅(以
Pb计)项目不合格。特别提示，购买到或
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涉不合格产品时，请
拨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根据济南市气象局预报，受强冷空气
影响，5日至8日济南市将出现寒潮天气。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5日起全力做好冰雪恶劣
天气应急准备工作，全市294条公交线路上
的6000多辆公交车全部出动，13600余名公
交员工坚守工作岗位，适时采取区间车、大
站快车、跨线调度等多种灵活有效的调度
形式，最大限度保障市民顺利出行。

记者 王健

6000多辆公交车全部出动
济南公交备战冰雪恶劣天气

近日，一场集生活与艺术、时尚与应
用于一体的服饰装扮展演亮相山东美术
馆，由此拉开了“为人民而设计”——— 山
东工业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作品展的帷
幕。“为人民而设计”展览除了动态展之
外，还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创作展、“和合之美”为上合而设计特展、

“爱校如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校45周
年展等静态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16日。
展览期间，市民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山
东美术馆免费参观。 记者 董广远

泉城广场音乐喷泉再“绽放”

据济南时报报道 为全面提升“大
客厅”整体形象，泉城广场荷花音乐喷泉
自10月25日起进行维修维护，目前已维
修完成，12月4日起恢复喷放。据了解，泉
城广场荷花音乐喷泉于1999年9月25日
竣工并投入使用，是泉城广场的主要景
观之一。由于运行时间较长，又长期暴露
于室外，喷泉多个配套设施出现损坏，影
响了喷放效果，急需维护维修。据介绍，
维护维修工程完工后，喷泉可正常喷放，
目前仍处于调试阶段。

12月5日，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首批车辆验收交车仪
式在范村车辆基地举行，首批6辆列车通过验收交付集
团运营公司，为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2019年元旦通车试
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在各方代表的见证下，车辆监造方颁发首批车辆预
验收证书。随后，中车四方股份、上海申通咨询、集团物
资管理部、第一运营公司共同签订1号线首批车辆三权
移交备忘录。下一步，轨道集团将以首批车辆交付为契
机，继续推进后续列车预验收工作，力争本月完成第
二批列车验收交付，确保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元旦顺利
通车试运行。 记者 杨璐

元旦通车试运行又近一步
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首批车辆验收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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