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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

百态

又热又潮 雨后气温迅速回升
时有雷阵雨可以降降温

“自·在——— 赵梦歌艺术展”
在山东美术馆开展

北园高架全福段车辆侧翻
导致西向东大堵车

27日15点45分左右，北园高架全福立
交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两车相撞事故，其中
一辆红色轿车发生翻车。济南交警支队快
骑警力迅速到达现场，暂时封闭全福立交
由西向东左侧两排车道。这起事故造成北
园高架由西向东出现大堵车。事故发生1个
小时后，压车长度已接近9公里，堵车队尾
接近无影山路附近。所幸事故中除车辆受
损外，无人员伤亡。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快递小哥热晕街头
民警撑伞护理助其转危为安

27日11时许，市中巡警一中队田伟中
队长在巡逻途中，发现一位骑快递电动车
的小伙子歪倒在街头，并伴有抽搐症状。民
警猜测可能是中暑了，立刻与急救中心联
系，并买来矿泉水，拿来伞为小伙子遮阳，
同时对过往车辆进行疏通，以免发生碾轧
事故。过了一会儿，这位快递小哥停止抽搐
并恢复了正常，急救车赶到后，他表示不需
要进一步救治。离开前，转危为安的快递小
哥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 记者 李震

“自·在——— 赵梦歌艺术展”日前在山
东美术馆开展，展出赵梦歌油画、雕塑等作
品约130件，展期至7月15日。本次展览的主
题为“自·在”，借用佛教概念，表达了作者
对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生命存在状态的
向往。 记者 郭学军

我省严打毒品犯罪
5年破案3万多起缴毒6吨多

近日，由市中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济南
市市中区十六里河办事处南康而庄村原村
委主任、济南市市中区南北康片区项目工程
建设指挥部南康片区第二测量组成员闫春
勇贪污案一审宣判，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记者 范洪雷

为了助攻大家出行，山东银联“一分
钱乘公交”活动将延期一个月。即日起至
7月31日，乘坐济南公交总公司全部272
条公交线路上的5600多辆公交车，乘客
使用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两
种支付方式，每用户每种支付方式每日
享受1次“1分钱乘车”优惠，单笔最高优
惠1 . 99元。

一分钱乘公交活动延长至七月底

市中区南康而庄原村委主任
闫春勇被判贪污获刑11年

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正在侦办山东
裕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济南天桥分公司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为维护广大受害群
众利益，凡在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东路西侧
方正园3号楼1-101号内，山东裕达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济南天桥分公司投资尚没有登记的
客户，请于2018年6月28日至7月13日到济南
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无影山派出所(济南市
天桥区无影潭东路5号)或者济南市天桥区美
林商务宾馆8401室进行登记。登记前请提前
联系预约，联系人：许警官，联系电话
17853177122。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孙晓雯

法制播报

济南市天桥区天桥东街街道纪工委
结合“环境综合整治年”活动，强化督
查，助力环境提升，取得显著实效。

6月24日下午，街道纪工委深入乐
康街，针对市民在电视问政节目《政务
监督面对面》中所反映的公用绿地被占用
问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专项督查。对
于占用公共绿地、私搭乱建的建筑，街道纪
工委要求社区居委会跟上靠上做好群众思
想工作，要求城管科明确职责、强化措施、限
期拆除。经过一系列整改行动，节目中反映
的问题已在最快时间内整改到位，社区
环境面貌得到提升。

下一步，街道纪工委将定期或不定期
组织人员，继续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
督查，及时通报督查问题、整改情况，确保
环境综合整治成效常态化。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徐明杰

天桥东街街道纪工委
强化督查，助力环境提升

为进一步提高低保育龄妇女家庭生活
质量，切实落实不漏保、不错保、应保尽保政
策，6月25日，大桥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科组
织辖区内低保育龄妇女进行免费查体。

此次查体检查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
规、血糖、乙肝五项、肝功检查、乳腺检查、
妇科检查、宫颈涂片、彩色超声检查、电子
阴道镜检查等12项内容。查体前期，卫计
科工作人员通过多种途径让广大低保育
龄妇女及时、准确地获取这一惠民政策。
查体当日，大桥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科安
排专职人员提前到岗，做好引导工作，实
现零距离服务，确保查体工作顺利进行。
截止到目前，已为59名享受低保的育龄妇
女完成查体，让她们对一些临床常见病做
到了早发现、早治疗。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赵敏

大桥街道为享受低保
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查体

杆石桥提前完成三期一部分拆违
我省拟选派217名优秀人才
挂任科技副职

23日上午，中海国际社区部分业主因对
周边土地用途问题不满而维权。民警赶到现
场后劝离了部分业主。26日，济南市公安局
市中分局发布案情通告，称部分业主将九曲
庄路南北双向机动车道堵塞，导致车辆无法
通行，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通
报称，6月25日，在调查清楚后，民警对参与
堵路的孟某如、孙某丽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
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维权不能违法，市民一
定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同时，警
方督促6月23日参与九曲庄路堵路的主要违
法人员尽快到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七
贤派出所说明情况接受调查。 记者 李震

业主维权堵塞车道被行拘
警方督促违法人员尽快接受调查

章丘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经理袁丽因贪污等罪行获刑3年

近日，由章丘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原
济南市章丘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袁丽
贪污、滥用职权、挪用公款案一审宣判，以
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九个月；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拘役三
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记者 范洪雷

自2015年开始，山东每年从省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等单位，
选派高层次人才到西部经济隆起带和脱贫
任务较重的县(市、区)政府挂职担任科技
副职。截至目前，前三批共选派了346名科
技副职。2018年，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继
续为全省137个县(市、区)和所有国家级高
新区、开发区选派第四批科技副职。各市共
提报岗位需求217个，其中第三批科技副职
中有71人继续留任，今年拟面向全国新选
派146名高层次人才。 据齐鲁网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27日，蓝天白云刷爆朋友圈，同时热浪裹着潮湿卷
土重来，15时，济南市区最高温升至34 . 6℃。济南市气
象台6月27日16时发布天气预报：27日夜间多云转阴，后
半夜有雷阵雨；28日白天晴间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级，
雷雨时阵风8～9级，28日早晨最低气温23℃左右，28日
最高气温33℃；28日夜间到29日晴间多云，南风3级，最
低气温济阳、商河20℃，市区及其他县区22℃左右，最高
气温35℃；30日至7月2日晴间多云，南风3级，最高气温
35℃左右；7月3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风3级，气温下
降；7月4日多云间晴，南风3级，气温上升。

记者 段婷婷

27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
悉，济南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决定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济南城市形象宣传用语(中、英文版)和城市形象标
识(Logo)。征集获奖者将获得最高5万元奖励。投稿时间
从2018年6月27日起到8月31日。参与者应填写《济南城
市形象宣传用语征集活动登记表》、《Registration Form
for Jinan City Slogan Ideas》、《济南城市形象标识
(Logo)征集活动登记表》。登记表可登录济南外宣网、济
南宣传网等下载，填写完毕后，连同作品一起提交指定
电子邮箱。投稿邮箱：jncsxc2018@163 .com，联系电话：
0531-67976972。 记者 杨璐

全球征集省城形象宣传语和标识
最高奖金5万，专设英文版口号征集

27日，高新区教育局下发《2018年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信息登记的通知》，从7月2日开始进行信息登记，
7月10日左右录取学校公示录取名单。

报名均需原件和复印件：户籍证明、住证(暂住证)、
购房或租房证明、务工证明以及适龄儿童的出生证、预
防接种证明(或预防接种本)。

根据教育局通知，登记时间及信息登记范围为可查
询高新区官网或查询高新区教育局官方微信。教育局提
醒，根据高新区招生实际容量，按照积分入学，从高分到
低分予以录取。家长的材料加分项期限为最近六年，即
2012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记者 郭春雨

高新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开始登记
7月10日左右录取学校公示录取名单

6月27日，天桥区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合唱比赛暨第八届全民学习节闭幕式。
合唱比赛由天桥区十三支街道、社区代表队
参加，参赛代表队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
际唱响新泉城。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北村
街道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天桥东街街道、无
影山街道代表队获二等奖；北园街道、堤口
路街道、纬北路街道代表队荣获三等奖；制
锦市街道等七支代表队荣获优秀奖。

本次合唱比赛的举办标志着一年一度
的天桥区第八届全民学习节正式落下帷幕。
自2010年以来，天桥区通过开展“全民学习
节”主题活动，不断提高全区文化软实力和
人民群众的文明程度。第八届“全民学习节”
以“悦学习，越出彩”为主题，自4月27日启动
以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区组织开
展了一百多项全民参与的学习教育活动。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苏晗

天桥区举办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合唱比赛

自第三期一部分拆违拆临行动启动以
来，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坚持“上下一盘棋”的思路，“严”字当头，通
过“定调子、开方子、筑机制”，发扬“全面拆
除、全力攻坚”的工作作风，周密部署，压实
责任，真抓实干，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违法
违规户外广告和临时建筑进行实时管控，
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对违建保持零容
忍、实现零增长。截至6月18日，杆石桥提前
结束三期一部分拆违攻坚战役！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娟

市中区长到12345接听热线

28日下午2：30，市中区委副书记、区
长韩永军带领副区长、各街道和区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
来电，听取市民关于新旧动能转换、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棚改旧改、城市管理、拆
违拆临、民生保障以及党风政风行风建设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市民拨打
12345、发送短信(106-3531-12345)、登录
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
12345官方微博微信、手机APP积极参与。

记者 杨璐

趁农忙 窃贼白天入室盗窃

6月上旬，长清区文昌、归德、马山、五峰
等街镇辖区连续发生十起入室盗窃案，被盗
财物有现金、首饰、手机、电动车等物品，涉
案价值八万余元，案发时间段正值麦收农忙
时期。办案民警最终确定了嫌疑人刘某文的
身份信息。15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
刑警大队三中队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
文(男，47岁，肥城市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刘某文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文已被刑拘，该案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李培乐

裕达投资公司济南天桥分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山东省公安机关5年来共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3 .5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万余名，
缴毒6.2吨，主要战果同比提升3至6倍。去年
以来，山东警方在我省主动打掉重大制毒和
制毒物品厂点5个，输出线索协助外省打掉
此类窝点31个。济南市公安机关主侦涉及全
国17省的“2·06”特大网络制贩毒案，打掉制
毒(制毒物品)场点19处，抓获涉毒嫌疑人
120余名，缴获毒品3.95吨，取得建国以来山
东省个案缴毒最重大战果。

首席记者 吴永功

七乐彩第2018Q074期开奖结果：04、
05、06、11、15、19、21 特别号码：08

3D第2018D171期开奖结果：8、1、9
2018年6月27日

排列3第18171期中奖号码为：2、9、7。
下期奖池奖金：11249155 . 64元。

排列5第18171期中奖号码为：2、9、7、
8、9。下期奖池奖金：244684642 . 58元。

大乐透第18074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3、09、12、28、30，后区：04、12。下期奖池
奖金：5909727592 . 75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6月27日

遗失声明：山东融视通网络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1份，注册号：
91370000349218555E，核发日期：2017年6
月12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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