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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虎泉西路与

榜棚街交叉口 ★★★★★
文化西路山水沟南头

舜华西路崇华路口

★★★★历山东路解一小门口

经五纬六路口

济泺路汽车厂东路口

★★★成丰桥路口

经十经七路口

泺文路与泺源大街

路口南向北 ★★

经六纬八路口

□记者 刘紫薇

近日，济南市民王女士因
“兼职刷单”被骗了30多万，记者
从济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了解
到，这类诈骗已经成为网络诈骗
类第一大类型的案件。今年以
来，济南市共发生兼职刷单类

（刷信誉）诈骗警情490起，损失
金额697万余元，被骗金额从几

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受害人以
女性为主，人均被骗1万多元。

近日，济南市民王女士收到
一条短信，内容为：哈喽，您的买
家级别达标啦，请加QQ50260**
**，申请足不出户帮店写好评
（300/元现算），感谢您对本店的
支持。王女士加了对方好友后得
知对方是做刷单的，投入本金购
买商品后可以返回本金和佣金。

“他给我发了个链接，让我
购买后截图给他看。”王女士说，
随后对方返给她本金加佣金共
105元，并介绍刷单业务。每次刷

单前，刷单者都要支付本金，在
做到第五单时会返还800元佣
金。王女士交了钱后，选择先刷
20单。随着单数的增加，每次支
付的金额越来越高。当王女士准
备结账时，被对方告知无法提
交，需完成双重任务再刷20单才
行，如果不刷，本金也退不回来。
王女士又刷了20单后让其抓紧
结算，结果对方说出现掉单（即
中间间隔时间太长），需要再转
12 . 8万元重拍才能解除，王女士
照做后再联系对方，对方又说之
前的方法行不通了，让她再出

钱，王女士感觉不对劲，于是报
警，此时她已经被骗了30多万。

“这是典型的‘刷单诈骗’。”
济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副调研
员杨玲说，诈骗分子打着刷信誉
的旗号招聘兼职“刷客”，并承诺
应聘者拍下指定的商品后可得
到本金和佣金。“在取得应聘者
信任后便加大刷单任务的数量
和金额，利用‘卡单’等理由，诱
骗应聘者继续投钱。”杨玲提醒，
网络兼职刷单、刷信誉很有可能
是骗子设好的陷阱，尤其是要先
行垫付资金的行为。

“刷单骗局”成济南网络诈骗第一大类型案件

想兼职刷单赚钱，却被骗30万

□记者 刘紫薇

8日，山东省首家智慧（无

人）警务大厅在济南市市中区投
入使用。该警务大厅实现24小时
全时无人服务，无论上下班时

间，还是节假日，市民均可办理
身份证、港澳证签注取证等相关
业务。

“身份证快到期了，一直没
有时间办理换证业务，有了这个
无人警局，下班时间、周末都可
以来办业务，挺好。”济南市民王
先生在身份证申报终端上按照
流程操作，约五分钟就办完了业
务，十个工作日后就能领证了。

24小时无人值守的智慧警
务大厅以群众自主办理为主要
方式，由移动迎宾声控智能机器
人全程引导服务。大厅内设置了
触摸一体机、身份证申报终端、
身份证领证设备、港澳台签注机
设备和港澳台取证机设备，功能

齐全。
目前，智慧警务大厅可以办

理身份证申办和领证、港澳台通
行证签注和取证等业务。需注
意，身份证申办终端仅用于济南
市常住户口居民自助办理二代
身份证，不含首次申领。另外，自
助签注、发证也有一定的适用范
围，单独办理签注业务的证件，
需在前台登记发证；国家工作人
员、军人、外省办理证件首次签
注等特殊情况，无法自助签注
的，需到出入境大厅前台办理。

智慧警局具备严格的安全
准入措施，大厅门口设有身份证
门禁，市民需要刷二代身份证通
过或人脸识别进入。

山东首家无人警局落户济南
24小时不打烊，可自助办理身份证、港澳证签注取证等业务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市交警支队公布4
月份全市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抓拍
最多的20个路口，黑虎泉西路与
榜棚街交叉口、文化西路山水沟
南头、经十一路千佛山北门、大明
湖正南门等路口均榜上有名。

据统计，济南市目前共有不
礼让行人抓拍点位120处，今年以
来，共抓拍并查处不礼让行人违
法16 . 7万余起。

根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否则将罚款50元，记3分。“提前减
速可以有效避免公交车站、十字
路口、道路的出入口、有建筑物遮
挡的路口等位置容易发生的鬼探
头事故。”交警支队民警说。

此外，机动车遇到绿灯信号
通行时，在不与非机动车、行人存
在冲突的情形下，应在不超速的
前提下快速通过路口。“有些驾驶
人会在路口等红灯时打电话、吃
东西，结果绿灯亮起时起步慢，造
成路口拥堵。这种行为被抓拍后
将罚款50元，记2分。”民警提醒。

济南这些路口成不礼让行人“重灾区”

青岛颁出中小学生课外减负令
“零起点”教学、禁止分重点班、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

8日，青岛市教育局等7部门
联合印发《青岛市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规定校内课程必须坚持“零
起点”教学，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课后作业，严禁教师有偿
补课，严禁教育机构组织中小学
生竞赛等。同时，青岛公布《校外
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清单》，禁止
校外培训机构进中小学宣传。

《方案》指出，所有义务教育
学校一律免试招生入学；禁止以
各种名义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必须坚持“零起点”教学，严格执

行教学计划，严禁“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学校每学期初必须
公开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全程
接受监督。

老师为学生布置作业要进行
科学设计，针对不同年级、不同
学段合理要求布置作业内容和
方式，提倡分层布置作业，不布
置机械重复、死记硬背型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课后
作业。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成，
不得让家长或学生代批作业。

另外，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
偿补课活动。在职教师均不得从

事课外家教，不得到校外培训机
构兼职。所有教师不得以任何形
式诱导、逼迫学生参加校外辅导
培训。发现此类情况，学生家长
可到青岛各区市、各学校设立的

“教师有偿补课举报电话”和“教
师有偿补课举报信箱”进行举报
投诉。

此外，所有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文化教育培训的校外机构，均
纳入监管范围。青岛制定了《校
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清单》，规
定教育机构不得到中小学校内
进行宣传或者招生。 综合

●在山东开小商店
不用再办消防手续

8日，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发布《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消防服务十条措施》，
指出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
下、人数不超过50人且设在单
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
首层的小商店、小超市、小餐
馆，不用再办理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
查手续。 记者 刘紫薇

●攀爬刻划古树
小心被罚万元

近日，《山东省古树名木
保护办法》发布，规定在树龄
100年以上的古树和珍贵稀有
名木上刻划、钉钉或有其他损
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行为，情
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该《办法》于今年7
月1日起实施。 记者 刘紫薇

●山东人才落户
实现零门槛

8日，省公安厅推出《全省
公安机关服务新旧动能转换20
条工作措施》，放宽人才落户条
件，取消省级高层次人才及其
共同居住的父母、配偶、子女落
户限制；取消高校毕业生以及
各类具有专业职称、技能等级
人才的就业年限、社保年限、
单位性质、居住场所限制；新
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急需人才
可直接落户。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刘贵增 夏阳

●今年山东高考生
比去年增加近万人

近日，山东召开全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会
议。会议透露，今年全国高考人
数达 975 万人，比去年增加 35
万人。山东作为生源大省，山
东今年高考人数达 59 . 2 万人，
较去年增加近万人，位居全国
第三位。 据《半岛都市报》

●济南网上车管所关闭
网上办业务还有俩途径

运行8年的济南市网上车
管所（www.jncgs.gov.cn）已正式
关闭。网上车管所关停不会影
响网上办理车驾管业务，市民
可以通过山东省交通管理局
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或下载“交管12123”APP网上
办业务。 记者 郝小庆

●济南小许家高架段
将建无人收费站

近日，济南小许家枢纽以
西高架桥施工正式由基础及
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施工。
据悉，零点立交至小许家高架
段将全面建设收费站无人化、
货车ETC不停车收费和路政电
子巡查。 据《生活日报》

●到2020年青岛小学生
必须学会游泳和武术

据青岛市教育局消息，到
2020年，学生在校期间要学会3
项以上终生受益的运动技能，
小学阶段至少学会游泳和武
术2项运动技能，初中和高中至
少学会1项球类运动技能。

据《半岛都市报》

济南今年首条
瓶颈路通车

近日，济南市2018年第一条
瓶颈路山水路提前两个月完工
通车，由一条10米左右的泥泞
小路拓宽成快车道9米，两侧人
行道各3米的沥青路。

其他已开工的21条瓶颈路
中，凤岐路地下管线施工即将
完成；和平路东延砚池以东正
在摊铺快车道沥青；名士北路
沿线正在拆迁；舜德路北延南
段拆迁基本完成；山大路北段
将于6月初开始路面施工。此
外，徐李路、大魏庄路、经十一
路、阳光100南侧也正在加速施
工中。 记者 郝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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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一路

千佛山北门 ★★★★

★
大明湖正南门

马鞍山路(英雄山文

化市场段)

★★★★经六路与纬八路

路口东20米

王庄路南口

黑西路解放阁

★★★经五纬七路口

花园路齐鲁花园

医院西侧

舜耕路济南大学

东门门口北向南
★★

贡院墙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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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智智慧慧警警务务大大厅厅中中，，机机器器人人提提供供全全程程引引导导服服务务。。（（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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