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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猫”来济南了
狞猫，看上去很狰狞

播报

这俩加油站油品不合格
一个是汽油一个是柴油

出境游保证金交给银行
全省旅行社本月底前全面实现

领养健康娃排到600多号

齐鲁

A10

据《齐鲁晚报》报道，张敏（化名）婚后十

年未孕，38岁的她跟老公商量，决定领养一

个健康的孩子。当她向济南市福利院了解

情况并登记信息后，才知道排到了600多号。

张敏挨个咨询了山东省其他地市的福利

院，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可供收养的健康

孩子。据悉，领养残疾孤儿的都是外国人。

预告

野渣土场藏身吴家堡
据《济南时报》报道，市民张先生反映槐

荫区吴家堡街道的肖家屯村有处没有手续

的渣土场，一车25元。吴家堡街道办城管科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多次向渣土场负

责人下过整改通知，甚至发生过冲突。

工人差点被玉米“淹死”

据《山东商报》

报道，7月12日上午，

枣庄市市中区一粮

库工作人员在粮仓

作业中，不慎跌落进

了粮仓，工人本能地

进行挣扎，但是越挣扎就越陷

入粮食堆中，很快粮食就没过

了工人的头部。幸亏当地消防

官兵及时救援，被困职工才化

险为夷，逃过一劫。

1024辆公车
卖了5609 . 96万元

13日，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公务用车管理处发布消息，截

至目前省级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取

消车辆处置完毕，通过网上拍卖

方式分14批共处置车辆1024辆，

拍卖总价5609 . 96万元。拍卖所得

扣除相关费用后依法上交省财

政。 记者 杨璐

马鞍山路大树不砍了 明年超七成县（市）区
设立“淘宝村”

老太掰玉米被轧死

据大众网报道，近日，一则通知让市民

揪心不已：“马鞍山路海绵城市改造工程占

用道路绿地3040平方米，迁移马鞍山路南

侧行道树法桐5株，伐除杨树74株。”马鞍山

路被誉为济南最美的道路，市民对此非常

不舍。记者联系市政公用事业局，对方表示

马鞍山路的施工将不会对法桐进行迁移，

工人砍伐了5棵已经干枯死亡的杨树，还将

新栽10棵左右的法桐。

省城暂未取消门诊输液

净雅最后一家店也不保

据《山东商报》报道，净雅大

酒店在济南连关两家店，目前，唯

一还在济南营业的净雅大酒店八

一店也因客流量减少而挂出对外

合作招租横幅，就像此前其副总

裁张桂金说的一样，净雅大酒店

这个招牌恐怕会在济南消失。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召开全省旅行社市场专项整治视

频会议，就旅行社出境游保证金、零负团费等专项整治工

作进行了部署。

省旅发委要求凡是以现金形式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的

旅行社，必须在7月底前实现银行第三方托管的管理模

式。旅行社不得直接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收取，更不得

将现金存入工作人员个人账户。各地要加强出境游保证

金执法检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一旦发现私收出境游保

证金现象，将予以严肃处理。 记者 王蕾

记者从济南市经信委获悉，济南市经信委、济南市工

商局于4月15日起组织开展了第2季度加油站油品质量抽

检工作。济南历城区锦源云川加油站、济阳县济邹浮桥加

油站的油品被爆不合格。济南历城区锦源云川加油站92
号车用汽油（ⅴ）硫含量为26 . 3mg/kg，济阳县济邹浮桥

加油站的0号车用柴油，硫含量为18 . 1mg/kg，均高于规

定的“不大于10mg/kg”的标准。济南市经信委将依据《成

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济南市工商局将予以处罚。 记者 段婷婷

据《济南时报》报道，日前，媒

体报道称青岛已有多家医院取消

门诊输液。记者采访省城多家医

院获悉，目前还没有医院取消门

诊输液，但多家医院表示已采取

减少门诊输液位或严控医师开药

行为等方法杜绝抗生素的滥用。

据《济南日报》报道，为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山东近日出台22条实

施意见，给农村电商发展送来一系列

政策“红利”。我省提出，2016年实现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在60个以上的县

（市）区签约设立，到2017年，设立农村

淘宝项目的县（市）区达到70%以上。

首届中国集邮周
活动标志和宣传海报揭晓

7月13日，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共同倡议发起的首届中国“集邮周”活动

标志和宣传海报同步揭晓。“集邮周”活动将从今

年开始，于今年8月5日至10日举办。“2016集邮周”

将以“中国梦，集邮情”为主题，设立六个主题日，

分别是：畅游奥运（集邮与奥运）、老邮所乐（集邮

与老年）、少邮所学（集邮与少年）、乐邮丁酉（集邮

与生肖）、爱邮所期（集邮与爱情）和全民邮玩（集

邮会员日）。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崔鹏森

玩具出口面临新考验
今年2月1日，日本玩具协会发布了

新的玩具安全标准，并于2016年4月1日
施行。济南检验检疫部门提醒相关企业，

要加强对日本相关法律法规的收集，提

高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的能力，深入解读

最新标准要求，及时对产品做出调整和

完善。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王惠萍

“互助金融”骗光彩礼钱
据《齐鲁晚报》报道，济南有市民加

入了叫“CA国际金融互助社区”的“理财

平台”，平台打出的口号是“每日利息

3%，推荐一个新人加入就能拿到其投资

额10%的提成”。但是平台在6月1日崩

盘，导致每人损失数千到15万不等，更是

有人把彩礼钱都搭了进去。

没偷到东西火烧房屋

记者从长清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

前审结一起放火案，今年31岁的范乐（化

名）家住长清区某村，2008年11月至2011
年2月，他先后进入长清区四户居民家中

盗窃，因恼怒没有找到财物，出于报复心

理，采取引燃旧衣服、塑料

桶的方式放火，导致四户居

民家中家具、电器、衣物、门

窗、房屋等财产被烧毁。最

终，范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 记者 张鹏

“90后”蓝领把买彩票当做理财
近日，蚂蚁金服商学院走进蓝翔技校。当天

发布的首份“新蓝领”财商报告显示，蓝领青年对

“钱”这件事存在很多误区和偏差，过半蓝领青年

认为“理财是有钱人的游戏”，近五成蓝领青年把

“买彩票”当做理财。 记者 王红妮

6岁娃掉入下水道溺亡
据《山东商报》报道，13日，临沂市

兰山区枣园镇一6岁男孩跟着奶奶去

喝喜酒时不慎掉入下水道中，到下午3
点多被救出来时已经溺水身亡。从目

击者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男孩掉入

的下水道非常深，而且井盖缺失。

落榜少女被骗做陪唱小姐
据水母网报道，闫某今年20岁，

今年参加高考落榜后，她决定外出打

工。7月10日，她的同乡胡某以介绍她

到乳山市一外贸公司工作，每月给

2000元工资的谎言，将她骗到了乳山

市海边的一家歌舞厅，逼迫她做陪唱

小姐。7月11日晚，她寻机逃离歌厅跑

上公路，拦乘一辆拉西瓜的农用车流

落到了海阳。后被民警解救，资助她

400元路费，将其送上了回家的客车。
据《济南时报》报道，13日上午，在市

中区建设路一家超市内，正在买蒜的老

李告诉记者，济南当地的应季大蒜价格

为每斤6 . 99元，与6月末的4 . 99元/斤相

比，又贵了2元。涨价或与天热和部分经

销商囤积有关。

据《济南日报》报道，“房子渗水没法

住，快俩月了咋还不给修？”仲先生投诉，自

己2015年分到了雁翔苑小区4号楼2单元的

房产，准备装修入住时，发现房子渗水。根

据物业得到的资料，建设单位为平安建设

集团，但这遭到平安建设的否认。

据《齐鲁晚报》报道，每年六七月份浒苔

大军登陆山东沿海城市，呈现海上“草原”景

观，今年山东与江苏两省首次联合展开浒苔

整治，十余科研单位提出前置浒苔打捞举

措。13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个月时间，全

省累计清理浒苔近30万吨，进入山东境内的

浒苔数量与近几年相比未见减少。

据山东电视台《民生直通车》报

道，烟台的马女士到商铺开门时，发

现门市卷帘门上被喷了“无赖、搬走”

等字样。马女士把房租交给了二房东

李文，而且一下子交了8年的，还没到

期为啥就被催着搬走呢？原来是二房

东没把房租交给大房东，为了让马女

士搬走，房东用了这个办法。马女士

给李文打了电话，希望对方把房租退

回来。

据齐鲁壹点报道，《财富》（中文版）于

北京时间7月13日发布今年的中国上市公

司500强排行榜，这也是本杂志7/8月刊的

封面报道。前100名中，鲁企只有三家，且名

次不算很高，分别是青岛海尔（65位），潍柴

动力（79位），兖州煤业（84位）。

记者从济南市环保局了解到，距

离建成区燃煤锅炉淘汰（改造）最后期

限不到四个月，历城区率先在全市完

成淘汰（改造）任务，济南全市还剩20
台“硬骨头”要啃。这些小燃煤锅炉淘

汰后，供热空缺咋填补？据悉，替代方

式优先利用集中供热(含余热利用)。
记者 赵冉

全市还剩20台小锅炉

7月15日11点-16点，优步将开启

“一键呼叫冰淇淋”按钮，届时济南市

民只需滑动按钮并点击呼叫，就可能

有哈雷戴文森、死飞单车或轮滑车送

上冰淇淋。通过优步App直接支付35
元，可以获得一盒5支装的全球限量版

冰淇淋，还能获得一份价值168元的冰

淇淋周边大礼包。 记者 王健

“一键呼叫冰淇淋”登陆济南

大蒜价格又上涨

房子渗水俩月没人管

据《齐鲁晚报》报道，近日，安丘市兴安

街道小庄子村一位老太太在拆迁地里掰自

己种的玉米时，被一辆前来清理地表的装

载机碾轧致死。老人的头被轧扁了，脸上没

有了皮肉，拉到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全身多

处骨头断裂。老人的家属和亲人怀疑装载

机司机故意为之。警方通报称，司机操作不

慎导致悲剧发生，现已被拘留。

一个月打捞浒苔30万吨

一言不合房东就喷油漆

中国上市企业百强榜
山东仅三家

据水母网报道，烟台的刘先生爆料称，

13日晚上8时许，两名自称“卫乐爱”用品推

销员的年轻女子，打着为居民免费清洗油

烟机的旗号上门推销。“这款清洁剂专柜卖

59 . 8元，今天只卖49 . 8元。”看到清洁剂效

果不错，刘先生有些心动，“我看挺好用就

买了些，但是她们走了以后，我想了想感觉

不太对，就试了试刚买的清洁剂，竟然发现

不好用，打开后发现里面就是自来水。”

清洁剂开瓶成自来水

为“银龄安康工程”再加油
济南全市老龄办主任会议暨银龄安康工程工

作会议日前在平阴召开。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各项

老龄工作抓实抓牢，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着

力搭建“老有所乐”平台，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队

伍建设，夯实基层老龄工作基础，广泛搭建载体，

创新活动形式，营造尊老敬老的浓郁氛围。另外，

要把“银龄安康工程”这个党和政府关爱老年群

体、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实际行动做好做实。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李翠华

最近，几个“厉害角

色”落户济南野生动物

世界。其中包括“世界上

最厉害的猫”狞猫，以及

小浣熊。据了解，此次济

野引进了一雄一雌一对

狞猫，这是这种动物首

次在济南亮相。

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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