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高雯

一个多月前，济南野生动物
世界的珍稀雪虎成功产下五只
雪虎宝宝并全部成活，这在业界
非常罕见。经过“虎妈”和保育员
们的细心照料，5月20日，五胞胎
小雪虎正式跟游客们见面，雪虎
宝宝个个活蹦乱跳，非常可爱。

“雪虎一般每年一胎，每胎
是两到四仔。”济南野生动物世
界兽医张庆美介绍，雪虎是孟加
拉虎的变异种，出现的概率为十
万分之一，是世界珍稀濒危物
种。由于雪虎全身白色，缺乏保
护色，所以在野外非常容易受到
攻击，野生已基本灭绝，数量比
白虎还要少。并且由于它属于变
异种，交配产下的后代抵抗力

差，出生后极易夭折，加之母虎
只有四个乳头，这次生产的5只
小雪虎全部成活非常难得。

雪虎宝宝目前健康状况良
好，萌态十足。“它们一天可以吃
掉3斤牛肉，还有蛋黄、维生素、

钙片等，小雪虎长得挺快，现在
大概有七八斤重了。”张庆美说，
保育员们每过一个星期会根据
雪虎宝宝的情况增加食材，再过
3个月就可以把它们当作成年虎
来对待，那时它们每只应该都有
40斤重。

景区特地为小虎崽推出了
征名活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报名
投票，“雪泰、雪衡、雪华、雪恒、
雪嵩”这个取自五岳名山的虎名
最后胜出。这个霸气的名字出自
一位虎年出生的93岁抗战老兵
刘子军，他希望五岳的巍峨险峻
能与雪虎五胞胎的威武霸气相
得益彰。刘爷爷还将3000元奖金
捐出来用于小雪虎的饲养。“希
望它们都能茁壮成长！”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游
客一睹萌虎百态，景区推出了儿
童节五折优惠票，六一快带娃去
看“小虎队”吧。

罕见五胞胎“小虎队”亮相济南

●天下第一泉
开启民俗文化月活动

5 月 18 日至 6 月 18 日，济
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开启“匠
心传承——— 民俗文化月”活
动。活动期间，每周六周日在
趵突泉泺苑小舞台举行民俗
大讲堂，由刻瓷、面塑等手工
艺大师现场教授游客手工制
作，还会公开招募传承弟子。

记者 高雯

●济南开展排放口
二维码信息化管理

21 日起，济南市正式开展
持证排污单位排放口二维码
信息化管理试点工作。5 家排
污单位作为试点，在主要排放
口设置统一规格的二维码标
识牌。通过这个二维码，环境
监管人员和公众可获取排污
单位基本信息、监测数据和执
法情况。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张超

●“ 2018 齐鲁最美教师”
评选活动启动

“ 2018 齐鲁最美教师”评
选活动日前启动。据悉，各中
等及以下学校每校推选 1 名参
选人；高等学校以二级学院
(系)为单位，每个学院(系)推选
1 名参选人，各市、各县 (市、
区)，各高校要逐级在参选人中
评选本级最美教师。6 月 5 日
为所有参选人报送材料的截
止时间。 记者 刘一梦

●济南历城区 80 岁以上
老人可免费领手机

近日，济南历城区民政局
与济南移动，为失能半失能老
人及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老
年手机。手机可免费拨打民政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热线，咨询
政策或提供家政、维修、代办
代购等上门服务。领取手机的
老年人之间可实现免费通话，
还有包月流量。此外还能通过
手机对老年人进行GPS定位，
以防老年人走失。 据大众网

●济南首家“黑科技”
京东 X 无人超市亮相

23 日，济南首家京东 X 无
人超市在银座商城开业。超市
布局与便利店类似，商品主要
为食品、饮料、日用品、水果
等，拥有人脸识别、智能供货、
刷脸结算、大数据选品、智能
货架等黑科技。据悉，销售商
品的选择上，都有京东大数据
在背后支持。大数据会根据地
域对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分析，
从而甄选上架商品。 综合

●山东最长跨海
铁路大桥合龙

近日，国内首座节段拼装
双线跨海铁路大桥——— 青连
铁路跨胶州湾特大桥跨海段
正式合龙。建成后青岛至上海
的运行时间由现在的 7 小时缩
短至 4 小时。通过青岛枢纽，形
成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
网的主骨架，实现青岛与日照

“ 1 小时经济圈”、烟台与日照
“ 1 . 5 小时经济圈”、济南与日
照“ 1 . 5 — 2 小时经济圈”。

据《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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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黄河大桥下月通车
到聊城只需40分钟，济南境内已有7座黄河大桥通车

顺河快速路南延
将建自行车走廊

近日，济南市顺河快速路
南延设计方案新鲜“出炉”。未
来的顺河快速路南延北起英雄
山立交，南至南绕城高速，全长
5 . 1公里，其中大涧沟以北3 . 2公
里为地下隧道，以南1 . 9公里为
地面快速路，连接路口采用跨
线桥跨越。

这条延长线和以往相比，
最大的特点在于道路资源向慢
行及公共交通倾斜。具体做法
包括建设全线自行车慢行交通
绿道，新增设自行车驿站、步道
休憩设施等；建设公共交通一
站式换乘走廊，全线将实现

“BRT+轨道交通+普通公交+旅
游公交”。 记者 郝小庆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物价局
了解到，新修订《山东省定价目
录》将于6月1日正式施行。山东
将放开包括省内地方铁路货物
行李运价率和普通旅客列车软
座软卧及高铁动车组列车一二
等座票价率、排污权试点初期交
易价格等在内的20项政府定价
项目，这些项目的定价将交由市
场决定。

新修订的定价项目总数由
原来的59项缩减为41项，缩减
30%。即将放开的20项政府定价
项目为省内地方铁路货物行李
运价率和普通旅客列车软座软

卧及高铁动车组列车一二等座
票价率、公路及附属设施损坏赔
偿费、城市绿化补偿费、排污权
试点初期交易价格、危险废弃物
处置费、非居民有线电视基本收
视维护费、生猪屠宰费、政府投
资的体育文化设施收费、防雷检
测服务费、客运出租车挂靠管理
费等。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定价
将不再由政府定价，而是交给市
场来决定。

有放开也有纳入，新目录对
政府运营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等恢复
实行由政府制定价格。 综合

山东放开20项政府定价
高铁票价、出租车挂靠费等或会调价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下发
通知，要求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设置对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十强”产业，积极参与“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

本科专业总数量在 50 个
及以上的高校，2018年原则上
不予新增本科专业。专科专业
数量多于本科专业数量的本
科高校，应将专科专业调整为
相应的本科专业，该类院校年
度新增设和调整增设专业数
量不超过6个。其他院校年度
增设本科专业数量不超过3
个。公办本科院校原则上不再
增设专科专业。记者 刘一梦

山东高校专业设置
要突出新工、农、医科

齐河黄河大桥5月16日通车
后，因连接线未竣工导致“桥通
路不通”的长清黄河大桥的通车
时间再次引起关注。这座去年9
月便已经完成交工验收的大桥，
日前也传来最新进展。

记者从大桥投资建设方获
悉，长清黄河大桥将于6月21日
通车，目前疏桥道路正在进行最
后施工。大桥通车后，从黄河河
东长清出发到黄河河西齐河，仅

需不到10分钟。
济南长清黄河大桥起点位

于长清区老城西北角中川街，终
点止于德州市齐河县孔官庄西。
大桥跨越黄河、黄河滩区、济平
干渠、黄河大堤，桥梁长度为
6014米，加上两岸引桥，路线全
长达8 . 8公里，总投资15亿元，大
桥采用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
准，设计时速100公里。

长清黄河大桥通车后，长清

区将成为承接济南、德州、聊城
黄河两岸人流、物流的“桥头
堡”，可以将济南、德州、聊城融
入1小时经济圈，济南到聊城的
距离拉近约60公里，从长清到聊
城，也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到
达。要是以前走济南北大桥，行
程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齐河黄河大桥通车后，对鲁
N、鲁A、鲁O、鲁W号牌的7座(含
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

行。那长清黄河大桥通车后会怎
么收费呢？济南黄河长清大桥投
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运
营期内，将收取车辆通行费作为
投资回报，收费标准申请已经递
交相关部门，正在审批中。目前
济南境内已有7座黄河大桥通
车，长清黄河大桥、石济客专济
南黄河公铁两用桥通车在即，黄
河隧道已经动工，济南黄河时代
正在到来。 综合

□记者 刘紫薇

5 月份以来，济南市发生多
起针对在境外学习人员的电信
诈骗警情，已经涉及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新加坡三个国家，涉案
的金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还有的家长遭遇到了“虚拟绑
架”，目前，济南已经有七八位家

长中招。
近日，济南高新区的张先生

就因收到了一条女儿被绑架的
视频，险些被骗了钱。“我被绑架
了，快来救救我！”5 月初，张先
生接到在境外上学的女儿发来
的“绑架”求救视频。视频中，女
儿手脚被捆住，虽然看不清楚
脸，但她说的是济南话，声音也
很相似，张先生断定那就是自己
的女儿，顿时慌了神。随后骗子
在视频中索要赎金，如果没有及
时缴纳赎金，后果自负。由于和
自己的女儿远隔万里，又不懂英

语，张先生只能在当地报警。
后来，国外的朋友找到当事

人才发现，原来当事人并非被绑
架，而是犯罪分子冒充使馆工作
人员告知当事人涉嫌犯罪，还谎
称办案需要，要求当事人自己录
了一段被绑架的视频，并让当事
人切断一切联系方式。

“诈骗分子通过不正当形式
获取当事人信息和信任后，要求
当事人切断手机、微信等，与家
人或亲友‘失联’，而通过对方提
供的秘密 QQ 号单线联系诈骗
人。”济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副

调研员杨玲说，之后诈骗分子欺
骗、诱导或威逼当事人拍摄自己
被捆绑、殴打甚至裸露的照片或
视频，并冒用当事人的微信或手
机联系家长，谎称孩子被“绑
架”，并发送相关照片或视频，骗
取巨额“赎金”。

杨玲提醒，遇到这种情况家
长不要惊慌，应通过多种渠道仔
细甄别核实情况，第一时间委托
在境外的亲友向当地警方报案，
并在国内向公安机关报警。另
外，当事人也应注意，中国驻外
使领馆不会以任何方式提醒中
国公民办理护照、签证等属于个
人行为的事项，也不会转达国内
公安机关、银行、快递公司等机
构通知，更不会询问当事人银行
账户信息。

“虚拟绑架”专盯留学生
济南一个月有七八位学生家长险被骗

五五胞胞胎胎雪雪虎虎萌萌态态十十足足。。记记者者 高高雯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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