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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蒋龙龙） 近日，济南天气忽冷
忽热，继立冬首场寒潮过后，12
日，济南温度有小幅回升，最高
温度16℃，下周以晴朗天气为
主，气温呈先降后升的走势，起
伏较大。市民要注意保暖，也要
提防“暖气病”。

“上周末，济南迎来立冬后
的首个寒潮。不过到了周末，寒
潮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今天
稍微暖和点了。”市民李先生
说。12日下午，记者走在工业
南路、洪家楼等地区，感觉气
温比11日要升高不少。虽然气
温已经有所升高，但是天气将
逐步转冷。

随着供暖热调试的进行，
在11月15日将正式供暖。不过
相关专家提醒市民，要提防

“暖气病”。市民在供暖季应
该每天开窗通风换气至少2至
3次 ,每次半小时 ,这样室内才
能及时进行新鲜空气的交换 ,
降低室内病菌滋生的几率。
还要做好相关的保湿工作，
市民除用加湿器或在床前摆
盆水加湿外 ,还可以再多养些
绿色植物。

此外还应保证水分的摄
取。人们每天需要饮用1 . 5至2
升水 ,才能在暖气条件下不缺
水。疾控专家称,每天除喝水外,
选择一些果蔬和不咸的汤粥 ,
补水效果都不错。

下周具体预报如下：
据济南市气象局发布的

天气预报显示，13日白天晴，
南风转北风都是3级，最低气
温济阳、商河 3℃左右，市区

及其他县区6℃～8℃，最高气
温17℃左右。森林火险3级，中
度危险，林内可燃物能燃烧，
能蔓延。

13日夜间到14日晴，北风2
～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章
丘-1℃左右，有冰冻，市区及其
他县区1℃，最高气温11℃左
右。

15日晴间多云，南风3级，
最高气温13℃左右。

16日晴转多云，南风2～3
级，气温回升。

17日阵雨转多云，北风4～
5级阵风6～7级，气温明显下
降。

18日晴，北风3～4级逐渐
减弱到2～3级，气温继续下降。

19日晴，北风转南风都是2
～3级，气温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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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港华“百姓有需求，我们有行动”征求意见啦

本本周周正正式式供供暖暖 当当心心““暖暖气气病病””哦哦

本报济南1 1月1 2日讯
（见习记者 张晓燕 通讯
员 曲彦霖 刘晓）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济南港华是济南市第一
家实现整体合资的国有控股
燃气企业。供气区域为大纬
二路以东，辐射历下、市中、
天桥、历城、东部新城区和黄
河以北500余平方公里的地
区，为74 . 3万民用户和2000
余工商客户提供服务。为努
力寻求百姓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倾听百姓的声音和需求，
满足百姓对企业服务的要
求，11月13日至11月20日，济
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正式启
动“百姓有需求，我们有行
动”意见征集活动。

您可对服务类（抄表收
费、缴费查询方式、开户报
装业务、服务质量等）、管
道设计、燃气压力、管网建
设 类（ 设 施 维 护 、服 务 时
效）或其他您关注的燃气方
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例如，“现有的燃气营业网
点 与 您 小 区 的 距 离 合 适
吗？”“您认为燃气营业网
点还可以增加哪些服务内
容？”“您希望燃气抄表员
在 哪 个 时 段 入 户 抄 表 ？”

“济南港华现有缴费渠道是
否畅通，您认为还应该开辟
哪些渠道？”“济南港华开
户过程中，您最不满意的是
哪个环节？”……

事事想在用户前头，才
能更好地处处为用户着想。
济南港华承诺，针对收集的

意见和建议、服务中存在的
不足将会及时跟进，并对用
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类，对
有代表性的问题通过公司官
方网站和媒体进行公布。同
时，您的意见一旦被我们采
纳，我们也将送出精美礼品
一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永
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百姓的需求
就是济南港华服务工作的奋
斗目标，您的宝贵意见将是
济南港华改进服务工作的直
接动力。再次感谢广大市民
的理解和支持！

征集时间：2017年11月
13日至11月20日

征集方式：
1、网上征集：济南港华

燃 气 官 网 h t t p : / /
www.jinantowngas.com.cn/
“百姓有需求，我们有行动”
征集意见栏目，点击右下
角——— 在线留言“h t t p : //
www.jinantowngas.com.cn/
index.php?m=guestbook

2、邮箱征集：88548414
@163 .com

3、微博征集：@济南港
华燃气

4、微信征集：关注“济南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公众号

5、电话征集：82912319
（济南港华24小时客户服务
热线）

除此之外，我们将在参
与意见征集活动的市民中
抽出100名热心市民，赠送
精美礼品一份。在您提出意
见建议的同时，请您务必留
下您的姓名、通讯地址、电
话号码以及其他联系方式，
以便济南港华与您及时联
系。

港华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征询用户的意见。（资料片）

你你在在忙忙剁剁手手 人人家家忙忙脱脱单单

本报济南1 1月1 2日讯
（见习记者 张晓燕 通讯
员 崔家溢） 11日，由共青
团中铁十局第一协作区举办
的“缘起十局·十一等你”青
年联谊活动在书香世家酒店
举行，10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
一堂，寻找自己心仪的另一
半。

据了解，此次活动主
办方精心设计了许多小游
戏，男女嘉宾们两两配对，
进行了“缘来是你”“纸杯
传情”“指压板跳绳”等游
戏，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先

前稍显拘谨的青年男女都
活跃了起来，气氛也渐渐火
热，许多搭配做游戏的男女
青年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奖
品，还获得了深入了解的机
会。通过这次联谊活动，现场
有7对男女嘉宾成功牵手。

中铁十局团委书记、党
委干部部副部长王凯表示，
中铁十局是中央驻鲁企业，
参与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中
铁十局的小伙子，个个都是

“潜力股”。“祝愿在座的青年
朋友们在‘光棍节’这一天顺
利脱单。”

单身男女围坐在一起找感觉。

驾驾无无牌牌三三轮轮摩摩托托致致人人死死亡亡逃逃逸逸
交警14小时抓获肇事小伙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泰来） 昏黄的灯光下一辆
三轮摩托车快速行驶将一名路
人撞倒在地。这是10日晚发生
在天桥区黄台路的一起交通肇
事逃逸案，事发后肇事的三轮
摩托车不顾伤者伤情选择了逃
逸。由于事发突然，伤者的妻子
没有记住肇事车辆和司机的有
效线索，现场也没有有价值的
遗留物。天桥交警连续工作14
小时，最终将肇事司机抓获，令
人惊讶的是，肇事的是一名16
岁的小伙，刚到济南打工3个
月。

10日20时，济南交警支队
指挥中心接报警称：在黄岗路
加油站北侧，一辆机动三轮车
将人撞伤后逃逸。支队指挥中
心立即通知天桥大队事故值班
民警，民警在赶赴现场途中，医
院传来消息，伤者经抢救无效
死亡。

交警立即启动逃逸事故查
缉预案，但是现场无任何遗留
物，无目击证人，唯一看到受
害人被撞的是他的妻子，但
因只顾看护受害人，也不能
提供有效线索，道路两侧又
因施工无路灯照明，所有参
战人员现场即进行了分工，
分头走访调查。

在大队指挥中心的配合
下，专案组民警调取了黄岗路
小清河北路路口的监控录像和
卡口照片，经反复比对，确定了
肇事机动三轮车的前后车体特
征，调查向来车和逃逸方向延
伸。通过黄岗路粟山路路口的
监控，发现肇事机动三轮车向
西行驶。民警随即向西进入泉
利汽配城走访。

11日一早，专案组民警胥
宁、胡彦军、周立文赶到泉利汽
配城，通过调取门口及商城内
的监控，最终确定肇事车辆进

入汽配城后停于一汽车配件销
售中心前。

10时许，肇事嫌疑人出现，
经落实，肇事嫌疑人叫马某宁，
男，16岁，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人，刚来济南打工3个月。专案
组随即增派警力，一组将肇事
嫌疑人马某宁带回事故中队，
一组民警等候肇事车辆。同时
安排大队法医到医院进行尸
检，交通学院鉴定中心专家到
事故中队查勘肇事车辆，到事
故现场复核。14时许，在大量证
据面前，肇事嫌疑人马某宁最
终如实供述了肇事后逃逸的事
实。等待犯罪嫌疑人马某宁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其老板范某
全在明知马某宁无有效机动车
驾驶证的情况下，指使、纵容马
某宁驾驶无牌照机动三轮车上
道路行驶，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的违法事实，进一步调查后将
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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