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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夜间北风劲吹 周五气温下降
不过双休日天气晴，利于出行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提醒

西城大厦
共享会议室启用

23日，记者从济南城市建
设集团获悉，作为槐荫区首座

“亿元楼”，由济南西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的西城大
厦从去年开始不断谋求再升
级，从地下停车场智能停车系
统、新能源电动汽车分时租赁
站、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的投入
使用，到智能电子索引屏的安
装及共享会议室的开放启用，
西城资产公司不断致力于楼宇
的提升改造和办公商务配套。

记者 李震 通讯员
房龙飞 党婧媚

105篇司法鉴定案例
入选全国案例库

美团单车了解一下
摩拜未来将更名

总经理王慧文在内部信
中表示，目前美团APP和摩拜
APP均支持扫码骑车，未来摩
拜单车品牌将更名为美团单
车，美团APP将成为其唯一入
口。据了解，用户现在打开美
团APP，点击右上角“+”，选择

“扫一扫”或者“骑单车”，就
可以使用摩拜单车服务。

去年10月底，美团在上
市后的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
中宣布成立LBS平台，包含
LBS服务、网约车、大公交、无
人配送等部门，进一步增强
LBS基础服务能力。LBS平台
由王慧文负责。记者 王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
国法律服务网公布我省司法
鉴定优秀案例数量累计105
篇，在全国各省份中位居第
一，案例业务类型最为齐全，
涉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亲
子鉴定、医疗损害、合同纠纷、
伤残赔偿等热点民生领域。

记者 李培乐

25日起济南新开通
527路社区公交

为进一步完善公交线网
布局，填补俊雅路、舜世路、
兴仲路公交空白，方便天泰
太阳树、国华新经典、华润紫
云府等周边小区居民出行，1
月25日起，济南公交新开通
527路社区公交。

据悉，527路由舜耕路玉
函小区北路开往华润紫云
府，车辆由东八里洼公交车
场始发，沿舜耕路向南、旅游
路向东、舜德路向南、俊雅路
向东、舜世路向南、二环南路
向东、兴仲路向南至华润紫
云府调头返回。

记者 王健

带“福”
回家

□首席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1月23日讯 本是
“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间，却是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温
度。这几天，济南市天气晴暖。由于
静稳天气形成，雾和霾又来“刷存
在感”。不过，冷空气很快就会到
来，预计周四夜间北风渐大，周五
气温下降。不过双休日天气晴，利
于出行。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1月23日
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3日夜间
到24日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级，
24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区、商河
县-5℃左右，市区及其他区县1℃
左右，24日最高气温11℃左右。森

林火险3级，中度危险，林内可燃
物能燃烧，能蔓延。一氧化碳中毒
气象潜势等级偏高，提醒使用煤
炭和燃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
风，注意预防煤气中毒。

24日夜间到25日多云转晴，
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济阳区、商河县-6℃，市区及其
他区县-1℃左右，最高气温6℃
左右。

26日晴，南风3级，最低气温
济阳区、商河县-9℃，市区及其他
区县-5℃左右，最高气温6℃左
右。27日～28日多云到阴，南风转
北风都是3级，最高气温4℃左右。
29日～30日晴到多云，南风3级，
气温回升。

天东街道疏通
居民区化粪池

春节临近，天桥东街街道
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关心的生活
问题，全力保障居民群众平安
有序过春节。为防止春节期间
化粪池堵塞，街道办事处靠前
谋划、主动作为，1月23日，街道
城管科协调城肥二处调集三台
疏通机械，在居民区进行化粪
池疏通作业。截至目前，共检
查、疏通井口15个，惠及7栋居
民楼，解除群众后顾之忧，为群
众平安有序、喜庆祥和过春节
创造良好条件。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徐明杰

区县

历城城管
给困难群众送温暖

春节将至，为让贫困户温
暖过年，1月23日，历城区城管
局先后走访慰问了港沟街道桃
科村32户困难群众和柳埠街道
赵官峪村7户困难群众，为他们
送去关怀及新春的祝福，以及
米、油、面等生活物资。 记者

李震 通讯员 董佳

市中区城管局二七环卫
所联合辖区“济南书悦教育培
训学校”、市中区百姓城管志
愿者，自2019年1月23日起，开
展为期20天的“关爱环卫工人
子女课业辅导公益活动”。通
过专业服务的介入，调动市中
城管志愿者的力量，开展课业
辅导、兴趣培养、帮助有需求
的环卫工人子女培养学习兴
趣和提高学习成绩。 记者
李震 通讯员 刘美鑫

为环卫工人子女
义务辅导功课

王官庄街道
清理“非法小广告”

近日，市中区王官庄街道
城管委开展小广告清理行动，
多措并举，切实净化市容环
境。源头治理，积极开展宣传
教育，通过微信公众号、社区
宣传栏等方式广泛宣传，动员
沿街商铺主动清理非法小广
告，在全辖区形成了共同参
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营
造良好的氛围；实地清理，及
时净化辖区容貌，在加强对辖
区主次干道的巡查力度的同
时，通过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
方式，对发现的小广告及时清
理；定人定责，采取疏堵结合，
要求各网格员坚持每日巡查，
城管委每周组织回头看，与沿
街商铺签订“门前五包”承诺
书，督促及时清理上报门前小
广告情况。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马宇婷

章丘成交12宗土地
其中住宅用地8宗，商务用地4宗
□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1月23日讯 23日上
午，章丘2018年第八批12宗土地全
部底价成交，其中住宅用地8宗，商
务用地4宗。

2018-61、63两宗土地，位于世纪
大道以北，滨湖路以东；2018-65、66
两宗土地位于福泰路西延以北、工业
三路北延以西；2018-64一宗土地位
于福泰路西延以南、诺德名府以西。
该5宗土地为绣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
综合项目二期用地，包括4宗住宅用
地和1宗商务金融用地，挂牌要求与
一期一致，补充用地出让年期与前期
一致。由华侨城拿地。

2018-67、68两宗土地位于滨
湖路以东原山东拓能重机制造有
限公司。根据挂牌文件显示，该地
块规划为具有超高层标志性建筑
的国际广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2宗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对商业
产业项目先期验收。竞得人(或集
团控股企业)须在山东省内已建设
持有并引进的六位院士以上的人
才孵化机构。投资建设要求项目包
括金融中心(超高层)、创客公寓、

商业街区及商务办公等，投资额不
低于26亿元，地上计容建筑面积不
低于39 . 5万平方米。

2018-69、70、71、72四宗土地位
于经十东路以北，圣井南罗村。根据
挂牌文件显示，该项目将引入完善城
市功能、带动区域发展具有引领性的
零售商业、金融保险、科技园区、健康
医疗等综合项目及企业山东总部，项
目内四宗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对
商业服务业项目先期验收。

本次出让的商业服务业及配
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6万平方米，投
资额不少于16亿元。竞得人或其实
际控制人控股或参股的全国性持
牌的金融机构不少于两家，并承诺
至少一家的山东总部进驻该地块。

根据此前信息，这些土地将是
宝能城用地。该项目号称起步区总
投资100亿元，将建设宝能金融中
心、宝能科技园、购物中心、风情商
业街、温泉酒店、酒店式公寓、高品
质住宅等。

此外，2018-73地块位于垛庄镇
驻地，南垛庄村土地。是1宗住宅用
地，地上建面2 . 2万㎡，楼面价约818
元/㎡。由章丘本地开发商拿地。

1月23日，“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 书法文化公益惠民活动——— 2019铁路春运
送万福”大型国家级公益活动来到济南西站。高铁站内，浓浓的喜庆年味赶走了冬
日的寒冷，红彤彤的春联、“福”字给天南海北的旅客带来了旅途的温暖。众位书法
家屏气凝神，举笔挥毫，为排队等候的旅客们书写一份份祝福。 首席记者 王健

◆济南阳明大地经贸有限公司，丢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510025282401，
声明作废

◆ 济 南 吉 辉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370102200022713丢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票，发票代码237010500154发票号码
0 0 3 2 1 7 7 1至 0 0 3 2 1 7 9 0 ;发票代码
237010600154发票号码00140761至
00140770，00292401至002924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济南宥能经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575579180Y)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于敦珍、孙凤熙组成，请

债权人于2019年1月24日(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张丽珍身份证37012319820419002X
挂失

◆山东育龙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

用章3701120199945丢失，声明作废

在线办理 次日见报分类信息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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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金融科技 齐鲁银行将探索新方向
如今，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社会稳定和
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重要作用，对
此，齐鲁银行相关负责人称，将积
极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有关精神，
不遗余力支持小微实体经济发展，
而“税融e贷”只是通过金融科技创
新，深耕场景，围绕税贷客户特点
和行为特征进行的新尝试和新突
破。

齐鲁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他们将努力开拓更丰富的业务
场景，持续提升大数据解读能力，
逐步建立线上业务产品设计、数据
化、科技化、模型量化等的自主能
力体系，秉持“普惠金融”的使命，
开启数字化、场景化、智能化和可
持续的小微金融发展新方向，为更
多的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高效、
便捷的金融服务，支持更多的小微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政银企三
方共赢。

全省文化和旅游
工作会议召开

1月23日，2019全省文化
和旅游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省经
济工作会议及全国文化和旅
游厅局长会议、全国文物局长
会议精神，总结2018年工作情
况，安排部署2019年工作任
务，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高质量发展。

记者 郭学军

2018年夜间施工扰民
是热点问题

22日，市城管局召开2018
年度全市数字城管系统业务
点评通报会，对2018年市民关
注的城管问题进行大数据梳
理。从系统数据分析可见，楼
房化粪池外溢、夜间施工扰
民、占道经营是目前市民关注
的重点。 记者 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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