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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

济南机场开通济南巴黎往返航线
这是济南机场第一条西欧航线，每周1班

29路增加班次助力暑期出游

合肥专员办来我省
开展相关检查工作

6月20日至7月6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合肥专员办山东处处长尹钟玉一
行先后到我省招远市、诸城市、五莲县、
青岛市黄岛区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被许可人监督检查和城市分批次用地
使用林地检查工作。 记者 李培乐

济南各个学校放假后，出游客流增加。
途经火车站的29路公交增加班次投入，满
足暑假学生客流出行。同时，其他途经火车
站和长途汽车站的18路、69路公交车也适
时增加班次。 首席记者 王健

一晚上俩孩子走失 民警帮忙找回

15日晚7时40分，市中分局巡警一中队
民警尹剑，协警隋乐宁接110指挥中心指令，
称经五纬一路有孩子走失。民警赶到现场，
报警人韩某称其送儿子上辅导班，停车时儿
子不见了。民警驾车带韩某寻找，最终成功
发现了其儿子。之后，民警继续巡逻至经五
小纬二路时，又遇到群众求助，称在财富广
场楼下有一小女孩与父母走失。民警尹剑赶
到，经走访财富广场保安，民警确定女孩住
在21楼。随后，民警将女孩送到其家中与父
母团聚。 记者 李震 实习生 秦紫君

百态

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段
将实施36小时交通管制

根据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鲁
苏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总体安排，经
过专家论证，近期将采取全封闭的方
式，对京沪高速公路临沂北段部分上跨
主线桥梁进行拆除。施工期间将进行交
通管制，具体通告如下：交通管制时间：
7月24日7时至25日19时，共计36小时。
交通管制路段：京沪高速公路莱芜枢纽
至竹园枢纽(K477+44K600+421 . 860)
双向封闭交通。 据齐鲁网

民警到医院给精神病人办身份证

近日，山航济南乘务三中队的乘务姑
娘们利用休息时间以及工作过站之余展开
了一系列夏日送清凉活动。7月17日12点，
王善钰班组为环卫工人送上了清凉礼包，
分别是防晒帽、花露水、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等防暑降温用品。此外，三中队乘务组的
姑娘们过站期间都会力所能及地为机务员
送清凉。穿上反光背心，姑娘们走到机坪上
去，为他们送上水，送上一些冷饮。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钦

山航空姐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播报

黄河冠世花园
樱花园林景观初步形成

为全面提升十六里河辖区市容环境水
平和人居品位，十六里河三管齐下，开展市
容市貌大整治行动。一抓“全”管，对重点区
域东西河村店招牌匾、餐饮油烟、小广告、
路面不洁、杂乱线缆等问题发现一处处置
一处；二抓“精”管，采取定路段、定人员、定
责任的“三定”管理模式，整合执法力量，划
分具体区域，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三
抓“巧”管，针对占道(流动)摊点等管理难
点，落实“门前三包”规定，在流动摊点多发
的万寿路段、东河村、领秀城集中开展整治
行动，取缔占道(流动)摊点20余处。

据悉，十六里河街道下一步将加大巡
查力度，确保整治提升一片、长效巩固一
片。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许婷婷

十六里河“三管齐下”
提升市容环境

通勤快巴T6延长至西八公交车场

为进一步加强旅游路、舜耕路、英雄山
路客运走廊间的联系，方便阳光舜城、玉函
小区南区、他山花园等小区居民出行，7月
19日起，通勤快巴T6延长至西八公交车场。
T6延长后，由燕山新居开往玉函南区东站，
调整为开往西八公交车场，沿玉函小区南
路向西、英雄山路向北至西八公交车场，增
设玉函小区南路玉兴路、西八公交车场站
点。燕山新居发车时刻：6：20、6：45、7：25、7：
50、16：30、16：50、17：15、17：40；西八公交车
场发车时刻：6：30、6：50、7：15、7：40、16：15、
16：40、17：25、17：50。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
运行，节假日停运。 首席记者 王健

17日6时43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工业
北路高架开源路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小
型货车驾驶员被困；16日2时35分，位于济南
市济乐高速转青银高速匝道口有车辆发生
侧翻，一人员被困；16日2时43分，位于济南
市历下区转山隧道西入口发生车祸，两人
被困。济南近两天三起车祸四人被困，所幸
都被成功救出。天热了，开车容易犯困，希望
司机师傅们能够警醒。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李金儒 郝准 张建学

两天三起车祸 四人被困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7月17日，法国XL航空济南=巴黎航班顺利抵达济
南机场，这是济南机场开通的第一条西欧航线。该航线
执飞机型为A330-200，航班号为SE520/1，满载340座。
目前每周1班，每周二12：55抵达济南国际机场，周三11：
00起飞，当地时间17：00抵达巴黎。法国XL航空是法国
知名航空公司，飞行网络覆盖包括欧洲、美国、墨西哥等
多个国家的22个城市。XL航空是第一次进入中国航空
市场，第一次获得其中文名称：法国特大航空公司。该航
线的开通，第一次让济南与西欧发达国家有了直接交流
的机会，进一步丰富了山东省、济南市的国际航线网络
布局。 首席记者 王健

日前，山东省卫计委疾控处公布了6月山东省法定报告
传染病疫情。今年6月1日0时起至6月30日24时，全省共报告
法定传染病51809例，死亡20人。乙类传染病中，16种传染病
共报告发病15139例，死亡20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
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猩红热、痢疾。同期，丙类
传染病中，7种传染病共报告发病36670例，无死亡病例报
告。报告发病数居前3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20770例)、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14679例)、流行性腮腺炎(825例)。凭借
超过2万余感染例数，手足口病成为我省进入夏季后的第一
大传染病。专家介绍，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于5岁以下儿童
的传染病，密切接触是手足口病重要传播方式。 据大众网

山东超两万儿童中招手足口病
高温天对这种传染病别掉以轻心

18日下午2：30，商河县委副书记、县长郅颂带
领各镇街和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12345热线接听
市民来电，听取市民关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棚改
旧改、城市更新拓展、拆违拆临、优化营商环境、民
生保障、三农事业、生态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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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发送短信 ( 1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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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河县长今天接听12345热线
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近日，辖区精神病人关某因身份证丢
失，其医疗费用无法报销，且无法继续享受
低保等惠民政策。了解到这一问题，济南市
公安局长清区分局五峰派出所立刻安排朱
副所长带领户籍科李民警驱车到腊山河精
神病医院，警方先是耐心与关某交流，稳定
其情绪，成功采集了高质量照片，为他办理
了身份证。记者 李培乐 实习生 江雪逸

按照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规划，
未来先行区城市内部不仅有冠世花园万
亩花海，还将有数百个口袋公园，形成出
行200米见绿，500米见园、3公里进湿地和
森林的宜居环境。截至目前，1号地块樱花
园广场建设正处于收尾阶段，周围初步园
林景观形成。2号地块梅园配套建设已展
开。1号地块种植约2万株樱花与11号地块
种植约10万株海棠将于明春在黄河北岸
绚丽绽放。记者 高玉龙 实习生 孙梦飞

酒司机见交警忙换座位
不料后车记录仪正好录下来

近日，历城交警大队四中队在飞跃大
道凤鸣路口查处酒驾。当晚9点32分，王某
驾车沿凤鸣路行驶至距检查点50米处时，
发现有交警查酒驾，立即停车，跟后座乘
客换座位。而这个过程，恰好被后车行车
记录仪记录了下来。民警前去查纠，并询
问后车司机行车记录仪情况。王某呼气测
试结果为100mg/100ml，达到醉酒驾驶标
准。该车司机告诉民警，他当晚跟朋友聚
会，喝了一瓶啤酒。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历城区通报两起
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近期，历城区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一
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其中一起是历城区郭店街道办事处锦平二
村原党支部书记李绪福严重违法违纪问
题，另外一起是历城区唐冶街道办事处章
灵丘一、二、三村阻工问题，并进行了通报。

记者 郑希平

“低头族”忘时间急着赶车
民警找回其丢失的电脑

15日晚上9点30分，济南铁路公安处
济南站派出所执勤教导员单铭接到张先
生电话求助：其乘坐火车去北京，因玩手
机忘了时间，由于匆忙赶车，将价值9000
余元的电脑遗忘在了济南火车站二楼候
车室。半小时后，民警在两排座椅连接处
的地上，发现了一个双肩包，经查验包内
电脑正是张先生遗失的苹果牌电脑，此
外，包内还有现金1600余元、银行卡3张及
购物卡2张。17日8点多，张先生亲属赶到
济南站派出所领回了其丢失的背包。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吴明 何伟

同程艺龙日前发布了暑期国内机票
在线预订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民航是居
民暑期长线出游解决大交通需求的主要
选项之一，34 .1%的国内游受访者倾向于
乘坐飞机抵达出游目的地，仅次于高铁/
动车的35 .4%；民航国内航班出行高峰主
要集中在8月下旬，整个暑期(7月1日至8
月31日)的平均票价在681至897元之间波
动，高峰时段票价较平时有一定幅度的
上涨。 记者 李培乐

34 . 1%国内游乘坐飞机
平均票价高点897元

行业

排列3第18191期中奖号码为：3、4、0。下
期奖池奖金：9，992，820 .04元。

排列5第18191期中奖号码为：3、4、0、4、
5。下期奖池奖金：249，389，735 .34元。

7星彩第18082期中奖号码为：1、1、0、4、
1、9、2。一等奖中出2注，每注奖金5，000，000
元。下期奖池奖金：6，251，346 .23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60 .46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7日

3D第2018D191期开奖结果：5、0、3
双色球第2018S082期开奖结果：红

球：06、12、14、20、22、24 蓝球：09
2018年7月17日

黄河迎入汛来最大洪水
我省启动防御大洪水工作机制

近期，受渭河洪水和黄河北干流来水
等影响，黄河中游潼关站7月14日17时出
现462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为今年黄
河入汛以来的最大洪水。经三门峡、小浪
底水库调控后，7月17日6时30分，花园口
站实测流量为3790立方米每秒，8时，山东
省高村站流量上涨至3200立方米每秒，黄
河下游将出现较长时间的大流量过程。山
东黄河河务局各级进入战时状态，启动防
御大洪水工作机制，全力做好防御洪水的
各项工作。各级行政责任人立即上岗到
位，严格把“三个责任人”职责落到实处。

据闪电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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