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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渔船在山东海域被撞沉没
６人失踪，其中2名山东人

综合新华社、齐鲁网报道 记者从山东省荣成市有关

部门获悉，３０日３时许，一艘天津籍渔船在成山头以东５０海

里海域被不明船舶撞击后沉没，船上１１人落水，目前已救起

５人，尚有６人失踪。

记者从威海海事局获悉，5名被救人员暂时没有生命危

险，6名失踪人员当中，有两名山东人，1名安徽人，1名黑龙

江人，2名河南人。

威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先后协调1架救助直升机、1艘专

业救助船、2艘海事巡逻船、2艘海警船、1艘渔政船、16艘过

往商船以及附近的渔船进行搜寻。

长途总站20条线限时优惠
涉及至烟威青等全部班次

10月30日，记者从济南长途汽车总站获悉，为回馈

广大旅客，即日起，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特别挑选了20条
热点线路，举办限时优惠活动。凡拨打总站热线电话订

购20条线路中任一班次客票的前三名旅客均可享8折优

惠，现场购票的前三名旅客可享8 . 5折优惠，现场关注总

站微信公众号的旅客可享9折优惠。

据悉，优惠线路涉及济南至烟台、威海、海阳、莱西、青岛

等城市全部班次，以及济南至石岛、文登、胶州、黄岛等城市

部分班次。活动时间截至2016年12月20日，旅客可拨打总站24
小时热线电话0531—96369咨询。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尚虹

“菊花一角”硬币周二渐退市
银行下通知只收不付

据《济南时报》报道 如今，一枚一角硬币放在你面

前，或许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不过，从11月1日起，银行

将对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一角硬币，也就是俗称的“菊花

一角”只收不付，它的身价也许要开始上涨了。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菊花一角”发行年份为1991
年至2000年，共分别发行了10个年份，但2000年的“菊花一

角”并未正式发行流通，只是装帧在2000年度《中国硬币》套

装中，作为收藏品出售。目前1991年至1999年的“菊花一角”

硬币一套九枚，九品以上品相约在200元左右。2000年发行的

“菊花一角”单枚价已上千元。

百态
双肩包忘在公交车上
监控显示被一男子捡走

市民周先生反映，妻子邱女士10月24
日把背包忘在公交车上了，里面有一万元

现金，六万元的欠条以及身份证和银行卡

等物品。

邱女士立马借了电话报警，随后民警

调取了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发现包被人

捡走了。

监控显示，邱女士下车后不久，一名年

轻男子注意到了这个包。“男子一直在看四

周，慢慢移动到座位上，用伞挡着拿起包，

在终点站下车了。”周先生说。

事后邱女士拨打了自己的手机，但已

经是关机状态。

周先生说，“双肩包里的东西很重要，

包里有张红纸上面有我家的地址，钱我们

不要了，只要把其他的东西还回来就行，我

们也不追究捡包者的责任。”记者 李培乐

播报

据《生活帮》报道 近日，淄博高新区

大集上来了一名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子，声称

专业掏耳朵、治耳病，周围的村民坐下一试，

没想到一下子就掏出黑色耳结石！根据耳结

石大小，男子会收取几十至几百元的费用。

民警在男子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纸包，

里面有长条形发软的东西。民警调查，那个

长条形发软的东西是蜂蜡。男子交代，用蜂

蜡加上耳屎一起搓，就成了所谓的“结石”。

掏耳过程中他会趁机将假结石塞入耳中。

男子自称能掏耳结石
其实是他塞进去的

90后医生网购气步枪被批捕

据《济南日报》报道 记者从济南市人

民检察院获悉，一名90后诊所医生从境外

分7次购买气步枪3支、气枪子弹6000发，日前

被检察机关以走私武器、弹药罪批准逮捕。

7月20日，济南海关工作人员对自美国

进境邮件查验时发现，一个标注为体育用

品的邮包内，有疑似枪支1支。

随后，工作人员将该线索移交海关缉私

局。7月21日，海关缉私局将收件人朱某抓获，

并在其家中缴获气步枪1支、子弹2572发。

平度一老人家中摔骨折
一天两夜无人知

据齐鲁壹点报道 日前，平度一名

66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意外摔倒造成

大腿骨折动弹不得，一天两夜

坐在马扎上滴水未进，幸亏被

村民发现，当地村委将老人送

到医院，并垫交 1万元住院押

金，28日下午医院为老人进行

了手术。

今年1-9月份，全省环保部门实施处

罚环境违法案件5845件，罚款4 . 39亿元。

28日，省环保厅通报了两起典型案例。

2016年5月，执法人员在莱钢铁源炉料

有限公司检查发现，该企业矿料含硫高又

怕在线监测数据超标，采取了旁路偷排。莱

芜环保局对其罚款20万元，该公司环保科

长被行政拘留5日。

2016年7月18日晚，执法人员发现，邹

平县友缘建材公司1800万页/年缸瓦项目

未经验收即擅自投入生产，同时发现邹平

利志建材公司无环保手续。邹平县环保局

分别处以罚款14万元、20万元，邹平县公安

局对两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分别处以行政拘

留10天的处罚。 记者 张鹏

工厂直排废气被罚20万

220名青少年开起了音乐会
30日下午3点半，由济南市妇联主

办、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的

“清音雅韵 童心筑梦”少儿音乐会专

场在省会大剧院举行。来自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的220余名青少年为大家呈现

了一场听觉盛宴。

“看到孩子在台上演出，我真的很骄

傲，来现场听音乐会感觉很不一样。”二胡

乐团一名成员的家长说。 记者 董广远

青岛约谈50多家房企
严重违法要进黑名单

据《山东新闻》报道 针对近期房地产行

业出现的违法行为，青岛市约谈50多家房地产

企业负责人，违法拒不整改的经营者将被列入

失信企业黑名单。

约谈会上，青岛市工商局合同处处长

孙璟表示，目前共查处10多起有关房地产

企业霸王条款的违法案件。“某房地产公司

在其使用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定，消

费者延期付款，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三计

算；开发商延期交房，违约金日万分之零点

五计算。对开发商的上述行为予以一万元

的罚款。”

齐鲁

万圣节滴滴顺风车
变身神秘大趴

10月31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

温州、南京、合肥、无锡、武汉、济南、大

连、成都12座城市，只要打开滴滴出行客

户端，进入滴滴顺风车页面，输入行程目

的地并预约10月31日顺风车，即有机会

免单搭乘smart顺风车，加入“古灵精怪

万圣趴”。 记者 王健

老人称听课被忽悠
保健品夸大宣传当药卖

据《今晚20分》报道 70多岁的市民王

老太反映，前段时间，她被一家机构叫去听

课，随后买回3000块钱的药，事后才得知是保

健品。王老太想要退货，却被对方拒绝。

记者跟随王老太来到山东天一康健康咨

询有限公司，一名女负责人情绪很激动，一开

始就表示“她向派出所举

报了，也打了市长热线，

不能退货”。随后又称公

司卖的一直都是保健品，

是老人听错了，并把记者

和老人赶出了公司。

据齐鲁壹点报道 29日上午10点多

钟,南水北调河章丘市高官寨镇河段发生

一起事故,一辆卡车坠入河中被淹没,丈夫

逃生,车内妻子却随车没入水中。危急时刻,
高官寨镇教育办的卢聪和王成德停车施援,
王成德更是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用
尽浑身力气拉开车门,被困女子最终获救。

卡车坠河女子被困
章丘一老师跳水救人

钓鱼太投入忘了涨潮
3济南人游青岛被困礁石

据齐鲁壹点报道 在海边礁石上垂钓

太入迷，3名游客在黄岛区薛家岛附近海域

被上涨的海水断了退路，多亏好心村民看

到后及时报警。29日14时许，薛家岛边防派

出所民警将被困游客安全送上岸。

经了解，被困的三名男子是从济南到

青岛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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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山东口岸检查
不合格食品化妆品186批

据《山东新闻》报道 前三季度，山

东口岸共检验检疫进口食品及化妆品

18983批、10 . 99亿美元。检出涉及重要

安全卫生项目的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

品186批。不合格产品涉及19类产品，主

要是酒类及饮料、海苔、粮食制品和花

生等 ,主要来自韩国、欧盟等国家或地

区。

19岁小伙交友不慎
成为网上逃犯

据鲁网报道 近日，泰安站派出所抓获

一名网上逃犯李某，年仅19岁，泰安市人。

经讯问，原来该李在酒桌上结交了一名

朋友。一天晚上，该朋友叫李某出去玩，到了

半路才告知要去打架。李某想回去，已经晚

了。结果其中一人在“混战”中被打死，李某某

虽因为参与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

威海一11岁男孩
独自蜗居楼道数月

据《生活帮》报道 近日有居民反

映，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小区楼道里

住着一个男孩，而且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记者来到居民反映的楼道里，见到了

男孩浩浩。浩浩自称今年11岁，河南人，4个
月前爸爸把他带到文登，然后就直接走了。

浩浩说，自己一路流浪，走了3天来到威海。

目前浩浩吃喝都是小区业主帮忙解

决，楼道里的被褥及生活用品也是业主们

提供的。冬天到了，孩子住在楼道里太受

罪了，希望亲人早点出现，把他带回家。

29日晚上9点左右，在济泺路与师范路路

口，一辆挖掘机在作业时不慎将燃气管道挖

破，气体带着泥土喷向天空，情况极其危险。

事发后，市民远远地就能听到燃气泄

漏的声音。附近夜市摊主说，他们听到了很

大的响声，并看到一股白雾伴随泥土冲向

天空，霎时间周围充满了难闻的气味，才知

道是挖断了燃气管道。

事发后，天桥交警在附近进行交通管

制，将师范路及标山南路封堵，车辆行人绕

行。济泺路消防中队两辆消防车也赶到现

待命，工人新村北村派出所，天桥巡警也在

现场维护秩序。当晚10点钟险情解除，交通

恢复正常。 记者 于洋

燃气管道被挖断 气流喷上天

10月30日，黄河北的济南新材料产业园

区迎来一批德国企业访问考察。记者从园区

了解到，继大体量的汉唐风格的鑫茂齐鲁科

技城之后，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即将开建占

地一千亩的中德（济南）科技园。这片科技园

由德国方面规划设计，明年一片德式风格的

科技园区将成为黄河北的新亮点。

德国百年企业、从事高端离合器制造

的德国奥特林豪斯公司已于今年5月入驻

了新材料产业园。中德（济南）科技园建成

后，该公司也将入驻园区，并将把在济南的

生产基地建设成为这家公司在德国、瑞士

后的第三大生产基地。 记者 王僖

黄河北将建设千亩
中德（济南）科技园

提醒

K902路明起临时调线
因受省道102线济南工业北路全福立交

桥至绕城高速路段修路影响，始发于章丘长

途汽车站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南区的K902
公交车，自2016年11月1日起临时调整线路。

K902路由原线路更改为沿省道102、凤
鸣路、工业南路、二环东路、工业北路运行。王

舍人、黄台两处站点将不再停靠。记者 王健

南村街道开展
男性健康日关爱活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性健康问题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10月28日上午，在

第十七个男性健康日来临之际，南村街道

办事处围绕“关爱下代健康，关注男性不

育”的宣传主题，在南村环卫广场开展了男

性健康知识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众多

居民前来咨询。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张贴宣传画报、

开设“男性健康咨询台”、发放男性健康手

册、预防艾滋病等宣传资料及避孕药具等

方式，解答了育龄群众关于生殖健康方面

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普及男性健康科学知

识，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男性健康知识，倡

导科学的生活方式，引导辖区居民树立健

康理念，解决男性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承

受能力等方面的困惑或疑虑，提高男性健

康状况，并呼吁每个家庭再多一点对男性

健康的关爱，营造幸福家庭，构建和谐社

会。 记者 王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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