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

开奖公告

开奖公告

齐鲁

排列3第17323期中奖号码为：5、7、2。
下期奖池奖金：9,316,144 . 80元。

排列5第17323期中奖号码为：5、7、2、3、
6。下期奖池奖金：252,401,570 . 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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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41 . 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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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深夜身亡 平时经常喝酒

男子醉卧街头被救助
清醒后还想再睡会儿

9岁男童高烧休克
高速交警紧急救援

服务

3D第2017D323期：2、8、0
双色球第2017139期中奖号码为：

02、14、20、24、28、32 蓝球：16
2017年11月26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播报

百态

据大众网报道，近日，平度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在检查过往车辆时发现车号

为鲁BT32**号出租车的驾驶人栾某某有

酒后嫌疑，随即对该车进行检查。经民警用

手持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栾某某酒精

含量为23mg/100ml，属于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

车的，给予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

15日的处罚决定。

酒后还敢开出租车
夜查被抓罚5000元吊销驾照

无证开车上高速
男子被拘留15天

近日晚，一男子与朋友聚餐喝多后，

躺在马路上呕吐后酣睡不醒，过往的热心

市民担心男子出现意外，于是打电话报了

警。巡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时，男子还有

些迷糊，后来看清是警察

后，声称自己没事，就是多

喝了点，还想在这里睡会

儿。在了解情况后，民警通

过男子的手机联系上了其

家人。 记者 李震

近日，青岛沈海高速公路上，一辆鲁

B牌照的银色福特轿车接受例行检查时，

驾车男子神色慌张。当民警要求其出示证

件接受检查时，男子谎称未带驾驶证件。

随后民警将该男子带入执法站核实身份，

系统显示男子无证。男子最后交代刚考完

科目三，还没取得驾照。由于男子无证驾

车，被高速交警处以罚款1000元，并被拘

留15日。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刘海

乘客公交车上不省人事
热心司机和安保及时救助

近日，一名乘客在乘坐36路公交车时

晕倒，根据经验，驾驶员付玉斌判断该名

乘客应是突发疾病，便立即停好车，在与

乘客做好解释工作后，到最近的医院找来

两名医务人员进行急救，并拨打120急救

热线。在等待过程中，驾驶员和随车安保

员不停安抚该乘客。120急救车赶到后，付

玉斌协助120急救人员将该名乘客送至急

救车。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冯进永

泉搜索06

本周前几天还不算冷
南风继续吹，温度都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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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聊城高速交警支队民警

在值班期间，遇到一名女车主带着哭腔紧

急求助，该求助者9岁的孩子由于高烧休

克，需要立即送到医院进行急救。接到报

警后，济聊高速公路聊城南执法站乔飞队

长迅速安排梁震、白杨，火速驾驶警车开

通绿色通道，仅用时15分钟，就将孩子送

往当地医院急诊室，为急救赢得了宝贵时

间。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李晓辉

26日早晨，在车站街一小区内，一名男

子被工友发现屋中身亡。“早晨起来想喊他

吃饭，可是一摸发现已经凉了。”工友称，男

子平时经常喝酒，疑因酗酒身亡。这位工友

称，男子今年三十多岁，是仲宫人，因为经

常酗酒，妻子也跟他离了婚。工友猜测男子

因为过度酗酒而猝死。目前，警方已经介

入，事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杜鸿浩

326路恢复部分路段运行

行业

省实验小学开展
国家宪法日教育活动

近日，在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

际，山东省实验小学宪法日系列活动拉开

序幕。自2014年首个国家宪法日以来，学

校每年都开展活动，并连续两年承办教育

部宪法日山东分会场活动。通过观看安全

防范视频、宣讲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学生

的法治意识，培养学生的宪法精神，让学

生们深刻感受到法律就在我身边、法律

保护我成长。 通讯员 王莹 李晓恬

“泉水人家”女性居家
创业大赛颁奖举行

目前,港九路北段道路施工基本结束，

为方便沿线居民出行，自11月28日起，326路
恢复港九路北段运行。326路恢复港九路北

段运行后，由燕山立交桥北开往云台寺，燕

山立交桥北发车时间为：7:30-18:00，云台寺

发车时间为:6:00-16:00。 记者 王健

济南市博物馆公益讲堂
走进山师附小 峄城供电

开展安全检查进医院

刘洋获评全国十佳交警主持人

济南市博物馆“博物馆文化基层行”

活动日前走进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

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丰富的传统文化盛宴。

本次公益讲堂的内容为《济南名士多》，精

选二十名最为杰出的济南名士，辅以精彩

生动的课件讲解。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尚海波“中英健康医疗与经济合作项目”
在济南启动

26日，“中英健康医疗与经济合作项

目”在济南正式启动，这是由山东大学医药

卫生管理学院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约克大学以及东英吉

利大学联合开展的，通过“中英健康医疗与

经济合作项目”，助力药物经济合作长期发

展。据了解，中英在药物经济学方面的合

作，在国内尚属首次。 记者 董广远

山大齐鲁医学院
健康公益讲座征集名称

峄城供电：
严防外力破坏电力设施

我省旅游市场打响“秋冬会战”
近日，国家旅游局专项督查组在山东

大厦召开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秋冬会战”

山东专项督查部署会，11月24日至12月1
日，督查组将分组对我省部分旅行社开展

业务检查。督查组认为，我省在整顿旅游

市场秩序、推动“1+3+N”综合监管建设、宣

贯文明旅游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记者 张淑芬 通讯员 张传英

日前，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户服务

分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医院，为医院检查

用电设施，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他们对

医院专用线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柜

以及安全工器具等进行了重点检查，并

对门诊、急诊等重点科室和重点部位进

行了详查，及时排除用电隐患，提高电

力设备使用水平。该中心工作人员向院

方人员讲解安全用电知识、常见用电故

障判别及处理应对方法等，切实提高医

院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确保医院安全

可靠用电无忧。 刘西华

近日，济南市区持续大风天气，但此次大风并未带来降

温，市区最高温仍保持在10℃以上。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

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谨防煤气中毒。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晴转多

云，南风3级逐渐增强到4级阵风6～7级，27日晨最低气温

济阳、商河-5℃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0℃左右，最高气温

12℃左右。

27日夜间到28日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都是4级阵风6
～7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3℃，市区及其他县区6℃左右，

最高气温13℃左右。29日至12月1日多云转晴，北风3～4级
阵风6级转南风3级，气温下降。 记者 段婷婷

11月26日，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在趵

突泉校区成功举办齐鲁医学大讲堂公益

讲座。同时，主办方为把公益讲座的影响

力扩大，即日起，社会各界人士均可以踊

跃投稿，将名称和口号发送至邮箱yxbzgc
@sdu.edu.cn，备注姓名及联系电话即可，

征集活动将持续至12月26日。

记者 董广远

市妇联开通12338维权平台
打造一条永不下班的女性维权热线

在“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到来之际，市妇联在山东辰静

律师事务所举办“济南市反家庭暴力宣传活动暨12338手
机维权平台开通仪式”，开通了12338手机维权平台，为“济

南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授牌。

据介绍，12338手机维权平台是市妇联借助辰静律师事

务所“法援在线”开通的微信平台，是继去年开通“泉城女性

维权e线通”的基础上，开辟的又一条妇女维权工作新路径。

主要设置在线学法、在线维权、在线法援三个功能模

块，为全市妇女儿童打造一条“永不下班的女性维权热线、

永不停歇的维权服务平台、永远温暖的妇女之家”。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李俊卓

我省探索建立农产品
全程温控“不断链”模式

记者从商务厅获悉，去年以来，我省抓

住中央支持冷链物流发展的契机，以潍坊、

烟台、日照、威海、泰安、菏泽6个示范城市为

主体，以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和人才培训为

支持重点，探索建立农产品冷链流通全程

温控“不断链”模式。 记者 段婷婷

我省对食品进行抽检
36批次饮用水糕点等不合格

据齐鲁网报道，近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山东省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计划安排，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对饼干、茶叶及相关制品、淀粉及淀

粉制品、方便食品、糕点、罐头、焙烤咖

啡产品、冷冻饮品、食品添加剂、食糖、

蔬菜制品、薯类及膨化食品、水产制品、

速冻食品、饮用水等进行了监督抽检，

共抽检1958批次，其中抽检项目合格产

品1922批次，不合格产品36批次，合格

率98 . 16%。

特别提示：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

现 公 告 所 涉 不 合 格 产 品时，请 拨 打

12331热线电话投诉或举报。

详情请登录省食药监局官网查询。

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主办的全国交

警主持人大赛评选日前落下帷幕，济南交

警支队宣传处民警、济南电视台《交通进

行时》栏目主持人刘洋脱颖而出，被评为

全国十佳交警主持人。 记者 吴永功

40家尾气超标治理站出炉
据《济南日报》报道，按照济南市委、

市政府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检测与维护(I/
M)制度的有关要求，市城乡交通运输委汽

车维修行业管理处公开向社会征集了40
家信誉好、服务优的汽车维修企业建设M
站。

我省筹集23亿推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据《大众日报》报道，近日,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2017年,山东省级财政筹集

资金23 . 26亿元,支持各地推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在持续加大投入保障力度

方面,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年人均经费保

障标准由45元提高到50元,服务项目由12
大类45项增加到14大类55项。

为保障可靠供电，防止外力破坏电

力设施事件的发生，枣庄供电公司峄城

客户服务分中心加强电力设施巡查，认

真做好电力设施防护宣传，严厉打击盗

窃、破坏电力设施的犯罪活动，确保了电

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由于部分地理环

境的恶劣和特殊，巡视人员经常要翻山

越岭去巡线，遇到这样那样许多意想不

到的困难。在每一次的巡视中，工作人员

都以极大的毅力克服途中遇到的问题，

保证了巡视工作保质保量圆满完成。

我省检验检疫系统
首家审单放行中心启用

据齐鲁网报道，山东检验检疫系统首

家审单放行中心在近日烟台检验检疫局

正式启用。该审单中心依托主干系统，充

分利用无纸化、一体化、信息化等手段，实

现通关资源“集中化”、流程“集约化”和通

关时间“零等待”，烟台辖区逾1050家进出

口企业将因此项通关模式改革受益。

今年前10个月
我省贸易摩擦形势加剧

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1-10月,我
省产品共遭受14个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调

查43起，占全国的68 . 3%；涉案金额14 . 6亿
美元，涉案企业1371家；主要涉案产品为轮

胎、钢铁及其制品。其中，印度发起11起，居

发展中国家之首。 记者 段婷婷

日前，由市妇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

第二届济南市泉水人家女性居家创业大

赛颁奖暨创业故事分享会举行，济南市知

名女企业家为获得最佳创意奖、最具商业

价值奖、最具社会效益奖、最具环保创新

奖和创业新锐奖的50名选手颁奖。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李俊卓

济青高铁青岛段开始铺轨
为明年建成通车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据齐鲁壹点报道，近日,在位于高密与胶州交界的济

青高铁施工现场,随着铺轨机一声长鸣,一对500米长轨

安全平稳地铺设到无砟轨道道床上,标志着济青高铁青

岛段进入了轨道铺设阶段,为明年联调联试和实现建成

通车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今年7月29日,济青高铁正式进入铺轨阶段,
首对长轨在济青高铁青州北站开始铺设。随后,轨道铺设

单位采用两台高铁铺轨机从青州北分别向济南和青岛两

个方向同时进行铺轨作业,在陆续完成青州、潍坊、高密

等路段的铺轨任务后,铺轨机于24日展开了青岛境内的

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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