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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寒风躲屋顶数小时
男子扛长梯一夜偷七家

□记者 袁野

生活日报1月30日讯 2018
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槐荫区
某汽车配件市场内的一名业户来
到他的商铺时，发现抽屉里的营
业款不翼而飞。该业户仔细查看
了自家商铺的门窗，却没有被破
坏的痕迹。随后该业户报警。

“从2018年年底开始，我们陆
续接到数起类似的报警。”济南公
安局槐荫分局刑警中队中队长李
健说，接到报案后，槐荫警方立即
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

1月中旬，该汽配市场再次发
生多起盗窃商铺案，专案组迅速
跟进，认定系同一嫌疑人实施，并
案侦查。“结合前期的侦查，专案
组最终分析出嫌疑人的作案规律
和出入案发现场的路线。”匡山派
出所民警吴天伦说，“他随身带了
一把两米高的长梯，先从市场西
北角外围一个六米高左右的矮房
搭梯子进入市场,嫌疑人进入市
场后就会躲在楼顶数小时。”

1月20日凌晨4点30分，民警
发现市场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
影，戴着头罩、扛着约两米长铁梯
子的嫌疑人。5点40分左右，嫌疑人
顺原路返回，当他扛着梯子准备翻
墙离开市场时被当场抓获。民警从
嫌疑人的背包中当场查获赃款2万
余元和梯子、绳子、液压钳等作案
工具。被抓那天，他已经盗窃了七
家。经审查，嫌疑人袁某(30多岁，
河北人)曾经在该市场干过活，熟
悉业户的经营习惯和市场的地理
环境，萌生了盗窃钱财的念头，实
施了犯罪。

突发心脏病多亏好心人伸手
老人扫墓时情绪太激动，他现在想找到救自己的人

□首席记者 程凌润
记者 张国桐

生活日报1月30日讯 月28
日，69岁的济南老人吴先生来到
济南市玉顶山公墓祭拜完父母，
即将离开墓区时突发心脏病，不
慎摔倒地。此时，到公墓祭扫的女
市民看到后赶紧喊来公墓工作人
员来帮忙，她给吴先生服用了速
效救心丸，并把他带到办公室休
息，直到他身体无大碍才离开。

“我爸爸1991年去世，妈妈
2012年去世，她‘走’的时候已经
90多岁了。”即将步入古稀之年
的吴先生逢年过节就会想起自
己的父母，他说按照农村风俗要
在除夕夜祭拜父母。

“农历小年的天气不错，我
就想着提前‘请’二老回家过
年。”吴先生说，他决定在农历腊
月二十三(1月28日)到济南市玉
顶山公墓祭拜父母，并且在去之
前专门染了有些发白的头发。

1月28日上午9点多，吴先生
带着祭品登上了开往济南市玉
顶山公墓的公交车，大约40分钟
后到达草山岭东站公交站。然后
吴先生沿一个斜坡徒步来到了
父母的墓地前进行祭扫。

在祭拜父母的过程中，吴先
生触景生情，情绪比较激动。他
在扫完墓即将走出墓区的时突
发心脏病。他说当走到台阶最下
面时感觉身体发“飘”，不知道怎
么回事就仰面倒地。

据了解，吴先生摔倒的位置
距离公墓办公室二三十米，但是
那个位置比较隐蔽很难发现。幸
运的是，他摔倒在地以后被一位
前来祭扫的市民发现。“当时我躺
在地上，意识有些模糊，但印象中
一位好心女市民拿出自己的速效
救心丸让我服下。”吴先生说，他
在事发地点躺了一会儿后仍然
行动不便，于是被公墓工作人员
扶到办公室，休息了半个多小
时，感觉身体无大碍就离开了。

“感谢这些好心人，但是当时
没问人家姓名，这让我一晚上没
有睡好觉。”吴先生说，他希望通
过生活日报找到那位救命市民。

街头采血点春节无休等您来献爱心
临近春节省城血库告急，呼吁爱心市民支援

生活日报1月30日讯 节临
近，受高校学生放假、外来务工人
员返乡及气温骤降等影响，导致
省城济南街头献血人数锐减。

为有效保障冬季临床用血，
今年1月份，山东省血液中心就
已提前启动节前团体献血活动，
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等医疗机构
纷纷积极响应，近万名献血者捐
献全血280余万毫升，捐献血小
板1436个治疗量，极大地缓解了
节前临床用血紧张局面。

近几天，街头每日献血人数
不足百人，而作为医疗资源较为
丰富的省城济南，每天至少需要
300人献血才能基本保证临床用血
需求，加之节前择期手术人数增
多，导致血液库存短时间呈持续
下降趋势。目前，省血液中心库存
量不足7天，血液库存急待补充。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省血液
中心向广大无偿献血者表示衷
心的感谢，祝您在新的一年家庭
和美，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同时
呼吁并欢迎健康适龄的爱心市

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同您的亲
朋好友一起，到街头各采血点踊
跃参加无偿献血，加入到春节前
后备血的爱心队伍中来，帮助更
多人回家团圆。

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春节
期间持续为患者服务，期盼您继
续支持无偿献血工作！节日期间
献血会收到更精美的礼物！

2019年2月5日(大年初一)
开始，春节期间为参加献血的爱
心人士准备精美纪念品(旺旺大
礼包、帐篷、玩偶、背包、雨伞等)
以外，还准备一份新春大礼包(包
含福字、对联、红包袋等)，送去最
温馨的礼物和最诚挚的祝福！

泉城广场东、洪楼广场、章丘
中医院、泉城路沃尔玛、经四路万
达广场采血车，春节期间无休(9：
00—16：00)从初一开始正常工作。

泉城公园、解放桥采血车：2
月5日(大年初一)、7日—10日(初三
至初六)正常工作。

山东省血液中心采血屋：2月
9日(大年初五)开始正常工作。

在线办理 次日见报分类信息就选

◆冯雪如银座汽贸车款收据(金额5000
元，收据编号4339478)丢失，声明作废。

◆ 刘 景 英 身 份 证 号
370102196411240623《职工养老保

险手册》丢失，声明作废

◆济南历下通宁旺杰科技产品经营

部，税号370125198309142326A0，丢失通

用 机 打 平 推 发 票 一 张 ，代 码
137011620043，号码002016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济南泰合电子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0256811625XD)，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袁丽馨、方唯东组成，请

债权人于2019年1月31日(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山东一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合同

专用章(编号370100200281642、
3701057102317)、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兹有山东大北农农牧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刘涛自2019年1月11
日未到市场工作未向公司请假，根据公

司规章制度要求连续旷工3日以上视为

自动离职，请您自公告之日起到公司办

理正式离职手续。逾期未办理公司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

◆济南刘场汽配市场点点利汽车装

具批发超市丢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220182197409158413A0，
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济南恒大雅苑6号楼3单元
123室购房收据壹张。付款单位：范丽

群，身份证号码130603199611010921，收
款单位：济南恒大西区置业有限公司，

收据编号AY0018513，金额95219元，

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济南泉景华文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绿地国

际城三期B13地块(玫瑰

明都)商铺已于2018年7

月31日前取得房屋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单，符

合交付条件。请未收房的

业主携带齐资料于2019

年1月31日至玫瑰明都物

管大堂办理交房手续，逾

期视为自动收房。详情咨

询：0531-66696667

恭祝您收房顺利！

济南泉景华文置业

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1日

分类信息订版电话：13853193157

特殊儿童需要的乐器配齐了

□记者 郑希平

生活日报1月30日讯 本
报曾经报道过的济南星神特殊
儿童关爱中心，孩子们组成的

“坚果乐队”需要的乐器，近日
终于配齐了。来自山东省跨境
电子商务协会的爱心企业和志
愿者们，开展“温暖童年，点亮
星光——— 省跨境电商协会关爱
特殊儿童公益行动”，为孩子们
捐赠了尤克里里、音箱、话筒等
设备，并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做
游戏，为孩子们带来了冬天里
的阵阵暖流。

公益活动现场，山东省跨
境电商协会会长秦长岭做了简
短致辞。秦长岭表示，做特殊儿
童的教育工作不容易，星神特殊
儿童关爱中心张洪波校长辞去
优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于此，
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秦会长介
绍了协会概况和公益践行情况，
表示协会将把慈善公益坚持做

下去，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
现场还举行了“坚果乐队”

乐器捐赠仪式。省跨境电商协
会执行会长吴宝平为孩子们颁
发乐器。尤克里里、踩锤、音箱、
话筒等，乐队配齐了新乐器，小
坚果们特别开心，现场为大家
表演了起来。捐赠现场，据张洪
波校长介绍，坚果乐队会参加
山东省电视台春晚的录制，希
望协会捐赠的乐器能够助力他
们完成更好的表演。

捐赠当天恰逢星神特殊儿
童关爱中心融合日，爱心企业的
志愿者与孩子们聊天、绘画、做
手工，还为孩子们分发小礼物，
如手套、毛巾、水杯、蛋糕等，希
望能够给孩子们生活带来更多
便利和幸福。最开心的时光，莫
过于所有人一起做互动游戏。志
愿者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在老
师的带领下，敲着欢快的鼓点，
唱起歌，跳起舞，十分热闹。

活动结束时，音乐老师弹
唱一首《平凡之路》，他希望星神
的孩子，能够像其他孩子那样，
过上平凡的生活。

《厉害了大济南，现在是全球
二线城市！今年将有这些新动作》
(1月30日济南头条)

网友@lingrun：厉害啦，大济
南！

网友@七家村小胖：加油，我
们要力争全球一线城市。

《济南“年糕”村家家户户做
年糕，有的腊月里一天能挣五六
千》(1月30日生活日报官方微博)

网友@深耕德州：家乡的味
道不错！

网友@聂靳_org：这是窝窝头
呀。

《济南西站“春运照相馆”免
费为旅客拍照，留下春运记忆》(1
月30日济南头条)

网友@普
克：这种活动
挺好的。

网友@晓
铭之歌：记录
春运影像，赞。
记者 程凌润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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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就是在这个台阶处犯病摔倒的。

省血液中心鼓励更多的市民前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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