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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吧！千佛山相亲大会明天开幕
上万名单身男女共赴鹊桥寻缘，没来得及报名的可在现场报名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教育

山东省政府债券一季度
已累计发行812亿元

山财大获批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近日，山财大申报的“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新专业获得教
育部批准设立，并将于2019年
开始招生。该校成为山东省首
批设置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的高校。该专业为国家新设专
业，2018年教育部首次批准设
置该专业，仅西安交通大学等
五所高校申报成功，山财大是
第二批获批设立该专业的山东
省唯一的高校。记者 张淑芬

通讯员 刘娟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近日，山东省在中央国债结
算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成功发
行今年第三批政府债券155 .05
亿元。截至目前，山东省一季度
累计发行政府债券811 .9亿元。
另据了解，截至3月27日，山东
省分三批成功发行棚改专项债
券234 . 78亿元，发行年限5年，
平均发行利率3 . 2%，规模居全
国首位。三批专项债券资金集
中用于全省197个在建和新开
工棚改项目。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曲哲

迟铭奎

山师新增3个本科专业
今年开始招生

□记者 袁野 实习生 郑礼新

生活日报4月1日讯 本周三，
由本报主办、千佛山景区承办的大
型公益相亲活动——— 第14届三月
三千佛山相亲大会将在千佛山景
区生态广场开幕。本届相亲会将持
续6天：4月3日—4月8日，举办地点
为千佛山景区北门内广场。

届时，上万名单身朋友相约共
赴鹊桥，一起找寻属于自己的美好姻
缘。

14年间，生活日报秉承全心全意
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先后举办了各类
形式的相亲会200多场，参与人数达
到300万人次，上万名单身男女牵手
成功。

自3月7日启动报名以来，在省城
享有盛名的“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
会”便迅速在单身群体中引发了强烈
关注，广大单身朋友及其家长纷纷报
名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单身盛宴”。
和往届相比，本届相亲会的报名群体
中，年轻面孔更多，80后和90后占据
近七成，还有不少在校大学生也选择
来相亲会寻找另一半。

从地域来看，报名者中济南市
民超过7成，其余以泰安、莱芜、德
州、聊城等周边城市市民居多。前
来报名的海外学子，则主要是澳大
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新

加坡和日本等国的中国留学生。
本次相亲大会的报名时间截

止到3月26日，虽然报名早已经结
束了，但还是有不少没报上名的单
身男女打电话咨询，希望还能有机
会能参加本次相亲大会。据主办方
工作人员介绍，相亲会现场还可以
继续报名，记者在此提醒，想要在
现场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带齐
证件，需要携带的证件包括：个人
有效身份证件、户口本、学历证明
以及单身证明(包括离异证明、丧
偶证明、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出具的
单身证明等有效证件)；如果替他
人报名，除了要携带相亲者的上述
证明材料之外，代办人也要带上自
己的身份证。

相亲会现场将按年龄段分区，
集中悬挂报名者的信息展示牌，展
示牌右上角专门预留了贴照片的
地方，报名者可自行贴一张5寸大
小的照片。信息牌下方预留了空
间，以便张贴留言和信息条。相亲
者按照报名时的编号可以很容易地
找到属于自己的展示牌。

今年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会
将继续推出《相亲大会服务手册》，
里面刊登了大部分今年报名参加
现场展示的单身人士的基本信息，
海量相亲信息让您一手掌握，带回
家去精挑细选！

服务

“丝弦名家”

技展海上奏乡音

种下棵棵小树 传播点点爱心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绿色公益青年在行动
3月30日，由北京银行济南分

行主办，《生活日报》承办的“邂逅
春天 大爱同行”绿色公益青年
联谊活动在南部山区红叶谷圆
满举行，来自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中国重汽
集团、中国电建集团等众多企业
近百名青年员工，共同种下50余
棵浪漫樱花树苗，邂逅美好的爱
情和友情。

“树”，不仅仅是绿植，也代表
着树立、栽培和培育深厚感情；

“爱”，也不仅仅指爱情，更是关爱、
爱心和大爱无疆。北京银行济南分
行此次组织绿色公益青年联谊活
动，旨在打破传统的相亲模式，让
青年男女在绿色公益中相识，为单
身青年搭建起一个相互交流、自我
展示的平台，为自然增添一抹绿
色，并在“京行大爱基金”的见证
下，拍卖和义卖星神特殊儿童关爱
中心自闭症儿童的书画作品和手
工艺品，在公益中展现爱心，在慈
善中体现担当，共同搭建起优质青
年男女缘分的桥梁。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廖瑾行
长助理在致辞中表示，“京行大
爱基金”以服务贫困地区、贫困
群体，特别是贫困和残障青少
年为主要目的，为他们提供更

多学习和成长支持、帮助他们
走向并融入社会的公益性慈善
基金。慈善不是少数人做很多
事，而是很多人都能做一点点
事。希望广大青年也能够为大
爱基金奉献出自己的爱心，让
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京行大爱基金”由山东省
慈善总会联合北京银行济南分
行共同发起设立，自设立以来，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也发挥着自己的力量，通过购
买残障儿童书画作品等方式，
帮助残障儿童建立、恢复自身
综合能力，帮助他们走进社会、
赢得尊重。

本次活动筹集善款近2000
元，全部进入山东省慈善总会专
用账户。截至目前，“京行大爱基
金”已累计募集善款近3万元。下
一步，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将在所
有支行开设“慈善小站”，持续不
断地为慈善事业搭建平台、贡献
奉献爱心，也将通过北京银行济
南分行微信公众号向全社会宣
传、号召慈善事业，让更多人了解

“京行大爱基金”，让更多需要帮
助的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让生活在同一片天空
下的他们能够同样茁壮地成长，
肩负起未来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共同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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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兰之女孙怡嘉《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N370293908丢失声明作废

◆姚利利身份证37152419900510054X
挂失

◆户主姚绪祥户号371524504144060家
庭成员田玉春、姚利利、姚海龙、姚

婉婷居民户口簿丢失声明作废

◆被保人刘书娥鲁AY9L00保险单号
PDAA201837010000185157挂失
◆济南睦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丢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4510031742201，声明作废

◆济南永信化工有限公司核准号为
J4510032826901的开户许可证丢失，声

明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
年5月9日核准的历城区辰菲美容院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清明假期来临 这8个地方事故多发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虹瑶

生活日报4月1日讯 近期，济
南交警支队对济南全市道路交通事
故频发路段进行了分析排查，确定
了8处道路交通危险路段和事故多
发路段。分别为：G35济广高速公路
平阴收费站口105公里+100米；槐荫
区纬十二路御景城路口南口；槐荫区
阳光新路(建宁路至建新路段)；天桥

区国道309线551公里+600米至565公
里+880米；高新区舜义路与舜贤路路
口；南部山区省道327线绣川廒而村
路段；南部山区省道327线梨源山庄
路段；济阳区省道249线109公里+660
米至110公里+400米。

清明、五一假期临近，现将这8
处道路交通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路
段向社会公布，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途经危险路段时，务必提高警
惕，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安全通过。

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拆除43座上跨天桥
2021年6月完工，由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

□首席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大伟 刘如永

生活日报4月1日讯 “天桥拆
除正式开始！”4月1日9点，随着京沪
改扩建工程临沂段天桥拆除现场总
指挥的一声令下，绵延230余公里的
京沪改扩建工程莱芜至临沂段建设
沿线，上千台大型设备开始对43座
上跨天桥进行集中拆除。

负责拆除工作的中铁十局京沪
改扩建七标段项目总工朱继涛介绍
道，罗庄互通匝道桥长160米，宽16
米，是京沪高速公路临沂段此次拆
除工作的最大天桥。

据悉，在江苏省及我省济南、泰
安及临沂三市高速交警、交通执法

部门的全力配合下，根据既定方案，
京沪高速莱芜至临沂段从2019年4
月1日7时至4月2日13时实施全线封
闭。此次拆除作业时间定为30个小
时。

京沪高速莱芜至临沂段改扩建
工程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建
设，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八
车道，项目全长232 . 558公里，项目
计划于2021年6月完工。

据悉，改扩建后的京沪高速莱
芜至临沂段通行能力和服务能力将
得到极大提高；同时将大大改善周
边地市的交通运输环境，对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打
造鲁南苏北立体交通大格局等方面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省将用5年左右
打造“1+30+N”创新体系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
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
共同体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用
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形成

“1+30+N”创新体系，要围绕山
东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个核心，
培育30个以上省级创新创业共
同体，辐射带动各地建设一批
创新创业共同体。记者 刘晓旭

记者从山东师范大学获
悉，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该校申报的
3个新本科专业全部获批。3个
专业分别是小学教育、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
全。3个专业于2019年开始招
生。 记者 董广远

各高校要按1：200比例
配备专职辅导员

日前，中共山东省委教育
工委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
强新时代全省高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各高等
学校要按照1：200的比例配备
专职辅导员，确保2020年年底
前足额配备到位。意见要求今
后所有辅导员上岗前进行专
职培训，支持具备相应专业技
术业务素质能力的专职辅导
员转岗担任教师或其他岗位
专业技术人员。记者 张淑芬

3月30日晚，由“海上雅乐”、
东方古筝艺术研究会、上海音
乐学院筝乐团、浙派筝艺传承
中心共同主办的“山东筝对弹
海派筝乐”王笑天、邓翊群古筝
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
奏厅举行。我省著名古筝、古琴
演奏家，教育家，山东筝派传人
王笑天应邀赴上海演出。二位
艺术家精湛演奏受到观众热烈
欢迎。王笑天，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艺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培
养众多弟子，30余人考入重点音
乐学院，其演奏精湛，富有神韵，
从艺40余年，为当代山东筝、诸
城琴派杰出代表。记者 王国青

馒头山周边
多处违建被拆除

馒头山山体公园建设是
济南市市中区在提升城市环
境、打造突破的重要内容，然
而馒头山山体周围存在的多
处违建严重影响了项目推进。
从3月31日开始，市中区执法
局十六里河中队，联合辖区办
事处对该处违建展开了集中
拆除。 记者 李震

未来几天气温稳步上升
预计7日开始回落

本周前期气温快速上升，
未来几天以晴为主，大部地区
干燥少雨一致向暖，气温稳步
上升，且升温过程将一直持续
到清明节前后。本周末最高气
温或达28℃，有望创今年来气
温新高。预计7日开始气温开
始回落。 记者 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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