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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7206期中奖号码为：3、7、
5。下期奖池奖金：10,372,737 . 44元。

排列5第17206期中奖号码为：3、7、
5、4、6。下期奖池奖金：264,616,895 . 62元。

7星彩第17089期中奖号码为：3、2、1、
9、5、3、5。下期奖池奖金：10,939,831 . 17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39 . 7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8月1日

突发事件发生后
第一时间让公众了解实情

女子一顿早饭没吃
公交车上“饿晕”了

路怒司机冒充警察
持玩具枪逼停前车

3D第2017D206期：3、7、5
双色球第2017089期中奖号码为：

11、12、13、16、23、25 蓝球：12
2017年8月1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信用卡被盗刷3万元
男子谎报警情被拘5天

7月31日7:30左右，济南公交99路驾

驶员张智驾车运行至工业南路七里河路

站牌处时，一年轻女子摇摇晃晃地走到跟

前说想下车。女孩话未说

完，几近摔倒。原来，女孩

没吃早饭，引发了低血

糖，旁边乘客见状，及时

给女子递过一块糖让她

吃下，她下车时精神已明

显好转。 记者 李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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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便民桥
又被急雨冲塌路基

据《青岛早报》报道，日前，黄岛公安分

局灵海边防派出所接到徐某的报案，称其

妻子的信用卡怀疑被姓杨女子盗刷3万多

元。经民警调查，徐某和杨女士是生意合作

伙伴，前不久还打了一场官司。徐某为把自己

和杨女士之间的纠纷查清楚，就想到了谎报

信用卡被盗刷的办法，不料却为自己谎报警

情付出了代价。近日，黄岛警方对徐某处以行

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

旅客带两千万日元
入境被查获

1日，济南市政府发布《进一步规

范 突 发 事 件 现 场 处置工 作 的指导 意

见》，面对市民求知真相的需求，济南

明确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相关应

急指挥机构统一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适时发布初步核实情况、事态进

展、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安全防范措施

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

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

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作

的虚假信息。 记者 杨璐

近日，外籍旅客未经申报，竟然随身携

带2000万日元现金从济南入境，折合人民

币约120万元，被海关关员当场查获。记者

从济南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获悉，今年以来，

出入境旅客未经申报携

带超量现金的案件频发。

海关提醒，携带超过等值

5000美元外币现钞进出

境必须向海关申报。

记者 段婷婷 实

习生 刘欣

7月14日下午的一场急雨，把南辛

庄南街附近的西十里河河道北侧的便民

桥路基冲塌，当时还有两辆车坠入河沟。

事后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抢修。有市民称，

这个路基又被7月31日的急雨冲塌了一

块。目前，在这座便民桥的两侧已经竖起

了牌子，上面写着禁止通行。不过依然有

很多村民从牌子上翻过通行，让人捏了

一把汗，居民告诉记者，从搭完台子到现

在已经过去十来天了，一直没有见到施

工的人员继续修复，眼看雨季又来，附近

居民很担心出行安全。

记者 李培乐

据青岛网络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

平度市民小曲驾车在厦门路上直行，路边

停着的一辆别克轿车想要调头，因为两车

互不相让差一点儿撞上。之后，小曲开车继

续前行，不料别克司机竟持枪把他的车逼

停，而别克车内还有一套警服。平度警方接

警后，第二天将犯罪嫌疑人吕某抓获。据了

解，吕某花350元买的一把玩具枪和警服。

目前，犯罪嫌疑人吕某因涉嫌招摇撞骗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播报

公安部A级逃犯滕州落网
据齐鲁网报道，8月1日上午，记者从枣

庄滕州市公安局获悉，公安部A级通缉令逃

犯刘建涛在滕州落网。经查，2017年2月份，

犯罪嫌疑人刘建涛伙同他人多次在山东省

滕州市官桥镇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盗

挖古墓群，盗掘出春秋时期鼎、鉴、编钟、壶

等珍贵青铜器一大宗，获利300余万元。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济南又有100个贫困村“扮靓”

服务

预计8月初
济南葡萄价格将更“亲民”

102路振兴街站名调整 大学生入伍退役可复学
我省征兵送福利大礼包

据新锐大众报道，一年一度的征兵工

作已全面展开，根据今年征兵工作安排，8
月1日起组织开展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8
月中旬完成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

针对大学生入伍，山东省军区司令员

少将赵冀鲁介绍，除享受普通义务兵的优

抚优待政策外，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

退役复学入学，大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

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

学。二是退役升学加分，在部队荣立二等功

及以上的可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三是

学费资助，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

高校学生实施学费补偿代偿或学费减免。

四是就业扶持，将拿出培养计划的20%左

右用于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

欠款不还
居委会进“老赖”黑名单

近日，济南中院公布了一批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天桥区泺口街道林桥社区居民

委员会、山东恒大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鲁牛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金星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邹平富瑞特牧业有限公司、山东万

盛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好生活置

业有限公司、济南康都置业有限公司8家单

位和公司，因存在失信行为，被列入“老赖”

行列。 记者 范洪雷 实习生 耿铭

8月1日，记者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获悉，为方便市民出行，自8月2日起，济

南公交102路线振兴街站点更名为经七

路振兴中街。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刘怀奎 张得红

百态

1日，记者从济南市林业和城乡绿化

局了解到，今年济南市计划创建省级森林

村35个，投资160万元建设7个绿化示范村

居，投资1000万元对100个贫困村进行绿化

美化。目前已完成56个村庄的绿化任务。截

至目前，市级绿化示范村(居)已有120个。

记者 张淑芬 通讯员 李云亮

军休干部共庆建军90周年
8月1日，全市军休干部表彰大会暨军

休系统庆祝建军90周年文艺汇演在原济

南军区总医院举行，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目前，全市已接收安置

来自全军各部队的军队离退休干部5000
多人。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光娜

英才学院创新创业大赛获金奖
7月31日，第三届山东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在

济南举行，山东英才学院在大赛中取得金

奖一项，银奖一项，铜奖三项的好成绩。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张希圣

据青岛新闻网报道，近日，李沧交警

在重庆中路南渠检查站查获一名酒驾并

且无证的驾驶员，对其进行了依法行政拘

留20日的严厉处理。据介绍，酒司机李某

某于2014年11月份第一次被查到酒驾；

2017年2月份在诸城市被查到再次酒驾；

不到半年时间，李某某第三次被查获。

男子三年酒驾三次
无证驾驶“屡醉不改”

上半年棚改大考
历下济阳轨交分列第一

1日下午，济南市政府召开全市棚改

项目开工建设现场观摩会，通报上半年全

市棚改旧改(征收拆迁)工作督查考核情

况。城区组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历下区、

历城区、天桥区、高新区管委会、槐荫区、市

中区；县城组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济阳县、

平阴县、章丘区、商河县、长清区；平台组从

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济

南城市投资集团、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

国投公司。 记者 杨璐

水源保护区设排污口罚50万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海棠”带着雨向省城奔来
降雨集中在2日下午到3日早晨

8月1日上午，济南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海

棠”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影响，1日下午到3日济南市有中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3～4级东北风,主要降雨出现在2日
下午到3日早晨。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1日夜间到2日夜间雷阵雨转

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东北风3～4级；2日早晨最低气温

25℃左右，最高气温30℃左右；3日阴有小雨，东北风3级，

最低气温25℃左右，最高气温30℃。

4日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34℃
左右。5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气温变化不大。6～8日多云，南

风短时3级，气温略有上升。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欣

刚刚闭会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

审议了《山东省水资源条例(草案)》(下简称《草案》)，现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草案》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

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

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

活动,已建成的将被责令拆除。

违反《草案》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顿。记者 范洪雷 实习生 耿铭

8月1日，滴滴出行宣布与欧非地区

移动出行领军企业Taxify达成战略合

作。滴滴将通过投资以及智能交通技术

研发等方面协作，支持Taxify在多元市

场进行更深度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

滴滴出行创始人、CEO程维表示：

“Taxify在多元化的市场提供优质的创

新型出行服务。我们都致力于运用移动

互联网科技的力量，满足迅速演变的消

费者需求，帮助传统交通行业转型升级。

我相信这一合作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

市场间构建跨地区智慧交通纽带作出贡

献。” 记者 王健

滴滴与Taxify达成战略合作

随着年中流动性最紧张的时期结

束，货币基金和理财债基收益略有回

调，但人气不减。截至上半年末，货币

基金整体规模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突

破5 . 3万亿元，收益也可圈可点。如中银

如意宝，截至7月26日，该基金今年以来

区间七日年化收益率均值达4 . 59%，在

600多只同类产品(含A/B份额)中高居

第11位。中银理财90天B今年以来7日年

化收益率均值达4 . 25%，在同类产品(含
A/B份额)中排名前20%。记者 郑希平

货币基金规模升至历史最高
中银系产品表现优异

行业

夏天正是吃水果的好季节，各色水果

不仅有我省时令水果西瓜、葡萄、桃等，外

来的反季节水果冬枣、石榴、蜜橘也于本

月悄然上市。

据济南市商务局监测数据统计，总体

上市量环比上涨34 . 83%。西瓜一直是夏

季市场上最为抢手的水果之一，7月份，

济南西瓜上市量环比上涨74 . 28%，价格

环比下降15%。在“水果热销榜”上排名紧

随西瓜的是桃和葡萄。据介绍，今年葡萄

大丰收，预计8月初基本就没有棚种葡萄

了，全是露天果，届时价格将更为亲民。

记者 张鹏

泺口浮桥今日开始拆除
8月1日晚间，记者从济南交警支队

了解到，因黄河上游修桥梁放水，泺口浮

桥8月2日早晨五点开始拆除，时间十天。

其间泺口浮桥将不能通行，请过往车辆注

意绕行。

记者 吴永功

首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
9月1日在济举办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日至3日在济南

举办首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与博

览会同期推出的有老字号掌门人大会暨

品牌发展高峰论坛、老字号精品供需对接

会等系列活动。目前，国内山西、广东等10
个省的96家中华老字号报名参展，我省报

名参会的老字号及知名品牌企业达到200
多家。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欣

省医保住院费最高支付24万
门诊基本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5000元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省级直管

单位职工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省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基

本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由20万元提高到24万元，门诊

基本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由4500元提高到5000元。

《通知》要求，提高参保人员住院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最

高支付限额，同时，参保人员住院(含急诊留观)床位费基本

医保支付标准，也由40元/日提高到50元/日。

参保人员到西藏、青海等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工作或

因公到这些地区出差期间患病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费用

不设起付线。2016年度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超支费用由补充

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记者 王红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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