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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美食汇
五月底开幕

据济南市历下区商务局消
息，5月底左右，位于宽厚里的齐
鲁美食汇将正式落成，届时只要
来到宽厚里，就能品尝山东17地
市的美食。目前齐鲁美食汇已进
驻的有山东省内美食省级老字
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餐饮
品牌，包括烟台权家福山面馆、
菏泽三义春羊汤、滨州纸皮包
子、聊城潘佳驴肉、济宁鲁西黄
牛一品涮锅等，其他城市的美食
正在招商中。 记者 刘紫薇

●济南飞跃大道拓宽、西延
2019年底前竣工

28 日起，济南市历城区的飞
跃大道开工建设。工程西起历下
区界、东至韩仓河西路，全长约 5
公里。施工后，工程起点至工业
南路之间，道路将“从无到有”，
工业南路以东将扩宽至 50 米，双
向 8 车道，同步建设 BRT 快速公
交站台及专用道。全线计划 2019
年底前竣工。 记者 郝小庆

●济南新东站片区
规划建设18条道路

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消息，
为确保新东站通车之后市民方
便地进出站乘车，该片区共规划
了南华路、北华路、田园大道等
18条道路，目前一期市政道路的
建设工作正在加紧推进，计划9
月份完成片区的市政道路建设。

据《齐鲁晚报》

●济南取消
二手车“限迁”政策

近日，济南取消了二手车
“限迁”政策，叫停了外地二手车
迁入济南的“注册日期5年内”和

“国四排放标准”等条件。21日
起，车主可到济西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办理车辆迁入手续。目前非
鲁A牌照的机动车转入济南分
两种情形：一类是变更登记、第
二类是转移过户。但距车辆强制
报废日期一年内的营运车辆仍
不能转入济南。 据《济南时报》

●青岛地铁发行
一日、三日旅游票

青岛地铁为满足短期内出
行频率较高的乘客及外地来青
游客的使用需求，特别开发了一
日旅游票和三日旅游票。旅游票
于4月23日起发行，在2、3、11号线
各车站客服中心发售。一日旅游
票 15 元/张，三日旅游票 35 元/
张，均不设押金。一日、三日旅游
票在有效期内限“一人一票”使
用。旅游票售出后不退票，不充
值，不回收。 据《半岛都市报》

●青岛启用首个
智能立体停车场

近日，青岛市首个全自动

智能化公用停车场投入使用。停
车场位于香江路北、庐山路西。
市民把车停进车位后，自动矫正
系统会把车辆自动扶正，由升降
平台和机械搬运托盘将车辆停
放到空余车位上。取车时，将二
维码交给工作人员，显示屏就能
显示车被取出送至取车室，车库
门打开，车头可自动调转朝外，
驾驶员进入车库后可无需倒车，
直接驾车驶离。 据《青岛日报》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首条地铁 R1 线
最后一个地下区间——— 风井-大
杨庄站盾构区间左线贯通。至
此，R1 线 11 个车站主体结构全
部封顶，5 个地下盾构区间隧道
全部双线贯通，标志着济南首条
地铁 R1 线实现全线“洞通”。

从2015年7月16日开工到“洞
通”，R1线共建设1009天。全线“洞
通”意味着R1线主体工程完成，
全面转入铺轨、装饰装修和机电
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实现“轨
通”、“电通”、“车通”提供支持。

“预计7月份实现‘轨通’，8
月份‘电通’，9 月开始联调联
试。”济南市轨交集团总经理修
春海介绍，R1 线力争 2019 年元

旦通车试运行，列车空载 3 个月
后，2019 年 4 月份开始试运营。

1009 天的工程建设期间，
R1 线先后完成了 22 条高压电
缆迁改，安全下穿京沪铁路、京

台高速、京沪高铁、富水岩溶区，
上跨济菏高速桥等重大风险源
施工。作为济南市首条地铁，R1
线是纵贯西部新城南北的主干
线，南起池东站，北至演马庄西

站，预留北延条件，途经长清区、
市中区、槐荫区，未来将串联起
长清园博园、大学城、西客站片
区等区域。

济南轨交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 R3 线正在加速建设中，
预计今年年底能实现“洞通”，
2019 年实现“轨通”、“电通”，2020
年开通试运营。R2 线正在进行市
政管线迁改等前期准备工作。

除了 R 线外，济南地铁二轮
规划正在报批审核阶段，包括 M1
至 M4 线、环线和 R2、R3 的延长
线。其中 M1、M2、M3 线已基本
完成初步设计，达到了施工招标
的条件。根据初步设计，贯穿济南
南北的 M2 线将来要跨过黄河；
贯穿城市东西、沿经十路走行的
M3 线也有望尽快“动起来”。

济南首条地铁 R1 线全线贯通

一男子佯装买房混入高档小区业主群

冒充“富二代”骗走仨业主 50 多万

23 日，青岛市 2017-2018 文
化惠民消费季活动启动，各项
惠民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10 月
底。本届消费季将实施政府财
政资金直接补贴城乡居民文化
消费，居民可领取七种从5元至
200元不等的看书购书电子券，
看书单笔最高补贴40％，个人年
度补贴总额最高可达500元。

青岛市文化惠民消费季期
间，将整合青岛书城、栈桥书

店、市北书店、四方书城、李村
书店、沧口书店、胶州书城、胶
南书城、即墨书城等文化消费
资源，实现政府财政资金直接
补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

文化惠民消费电子券通过
“线上领取、线下使用”的方式
发放。消费者通过手机关注“山
东文化惠民消费季”微信公众
号，即可领取“青岛市文化惠民
电子券”。消费电子券面值分别

为 5 元、10 元、20 元、30 元、50
元、100 元、200 元。用户可选择
线上或线下支付。消费电子券不
能兑换现金，不可转让，在个人
年度 500 元额度内可多次领取。
电子券有效期为 72 小时，逾期
作废。消费者可以在实体店铺
进行消费时即领即用。

即日起，“青岛市文化惠民
消费季推荐图书”主题书展、书
香青岛·2018全民阅读月“2017
年青岛市民最喜爱的10本好书”
主题书展、作家进校园活动、

“汇泉讲堂”、名家讲座等一场
场文化活动也即将在青岛书城
轮番上演。 综合

青岛文化惠民季启动
全年买书最高可获补贴500元

青岛市民获签全国
首张电子社保卡

近日，青岛市的刘女士领取
了第一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
卡，该电子社保卡全国通用。

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管
理，全国社保卡平台统一签发，
全国统一、全国通用，青岛、福
州、成都等地作为试点城市，已
经先期开展电子社保卡试点工
作。该卡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
录、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及
待遇领取等功能。电子社保卡可
以通过各类安全授权APP领取
使用，包括人社部门APP、商业
银行等。接下来电子社保卡将在
全国铺开。 据《半岛都市报》

青荣城际部分动车
票价优惠20%

4月28日起至年底，青荣城际
部分城际动车组票价将执行优
惠政策。有8趟列车实行优惠，分
别是：荣成-青岛北C6576次、烟
台-青岛北C6578次、荣成-烟台
D6092次、青岛北-威海C6553次、
青岛北-荣成C6555次、青岛北-
荣成C6557次、青岛北-烟台C6559
次、烟台-荣成D6093次。执行此
次票价优惠的为全额票价，优惠
幅度约为公布票价下浮20%。商
务座、特等座、二等座优惠期限
为4月28日至12月31日，一等座优
惠期限为5月27日至12月31日，以
列车始发日期为准。 据大众网

□记者 刘紫薇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对饮
料、水果制品、糕点等进行了监
督抽检，其中共抽检74批次瓶

（桶）装饮用水，其中安泊桶装
饮用水、峡之泉饮用山泉水等34
批次饮用水抽检不合格，生产
厂家均来自潍坊和威海，产品
不合格率高达45 . 9%，原因主要
是铜绿假单胞菌项目超标。

在抽检中，娃哈哈矿泉水、
崂山矿泉水、普利斯矿泉水、涵
思泉弱碱性天然泉水等大家常
饮用的几个矿泉水品牌均显示
合格。34批次不合格产品包括安

泊桶装饮用水、峡之泉饮用山
泉水和竹山山泉包装饮用水
等，生产地均为潍坊和威海的
县市区，不合格原因主要为铜
绿假单胞菌超标。

何为铜绿假单胞菌项目超
标？山东省食药监局工作人员
称，铜绿假单胞菌原称绿脓杆
菌，是常见的条件致病菌，潮湿
的环境是其存在的重要条件。
水，空气，普通人的皮肤、呼吸
道和肠道等都有该细菌的存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致病，当
机体抵抗力低下时可能导致中
耳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

桶装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

菌超标主要原因可能是水体受
到污染，企业对卫生管理认识不
足，生产过程中出现交叉污染。
或是有的回收桶未配备自动刷
洗消毒设备，仅手工刷洗或灌
装前在灌装机上短暂冲洗桶内
壁，流通环节中，存放时间长，
水桶多次循环使用也增加了二
次污染风险。目前，不合格产品
都已采取了下架和召回处理。

这些品牌的饮用水不要喝了
全省抽检瓶桶装水，潍坊威海成“重灾区”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赵杨

现在很多小区都有自己的
业主群，业主们交流起来挺方
便，但有人却混入业主群内进行
诈骗，近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
分局反诈中心抓获了一名冒牌
业主。犯罪嫌疑人崔某谎称自己
是富二代，在某高档小区购买房
屋并进入业主群，在跟部分业主
熟悉后，以其中一名业主患癌症
为由忽悠多名业主共同捐款，骗
取小区业主 50 多万元。目前，崔
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2015 年下半年，犯罪嫌疑人
崔某混入济南某高档小区二号
楼业主群，在群内他称自己跟着
父亲做冶金生意，刚在该幢楼买
了房子。入群后，崔某对小区里
的大小事很热心，跟群内业主交
朋友，一起参加群内聚会，维权
活动也从不缺席。

2016 年年初，崔某偶然得知
业主曹先生患了癌症，便萌生出
诈骗计划。他联系了经常一起聚
会的业主魏先生和田先生，谎称
自己已经借给曹先生 1000 万，呼
吁他俩也捐款。魏先生和田先生

没有多想，分别打给崔某 20 多
万和 7 万多。事后崔某又以可帮
助田先生提高信用卡额度为由，
用田先生的信用卡套现了 12 万
多，之后他又向田某追要了 2 万
多用于“打点关系”。此外，崔某
还带患病的曹先生去寺庙，告诉
曹先生可以通过捐建佛头的方
式祛病消灾。于是，曹先生便给
了他 4 万多元让其代为捐赠。事
实上，钱全进了崔某的腰包。

直到2016年底，魏先生、田先
生和曹先生在聚会中，相互交谈
发现崔某所说的情况并不属实，

崔某也不是他们小区业主。
“犯罪嫌疑人崔某发现这一

小区的业主都有一定经济实力，
便编造自己富二代身份，混入业
主群，套取业主信任，实施诈
骗。”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
警大队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侦查中心教导员王亮介绍。民警
提醒，广大市民在行善事前要将
事情的始末了解清楚，不要轻易
相信通过软件或网络上的交友
工具认识的朋友，更不要轻易地
将钱转给所谓的“熟悉的陌生
人”，使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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