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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术术型型””彩彩友友热热衷衷胆胆拖拖仅仅用用88元元斩斩获获1100115500元元

德德州州三三区区非非居居民民用用水水价价格格上上调调
主要涉及洗车、洗浴等行业

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
更多的彩友选择走进投注
站纳凉消暑的同时一试身
手，德州武城的一名彩友凭
借自己拿手的胆拖玩法斩
获10150元奖金。

幸运彩友赵先生 (化
姓)是群英会的忠实玩家，
从群英会诞生的时候就接
触了，一直坚持玩彩的赵先
生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经验
型玩家、技术型玩家，几百
元的小奖常中，万元大奖一
年也能中个几回。

“我是有时间就去站点
呆着，站点里的站长和彩友
都熟悉了，跟他们交流交流
购彩经验，唠唠家常，6月7
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我又照
常来到站点，不到一个小时

的时间，就收获了这份奖
金。”赵先生说道，“当时还
有彩友调侃说我这个‘考
生’十分钟的时间就给自己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赵先生有着多年的购
彩经验和自己独特的购彩
方法，“他只玩胆拖，赵先生
认为胆拖的投注方式更适
合他自己，而且能提高中奖
率，只是多花几元钱，中奖
的概率就提高了不少，在选
号方面，赵先生常常是冷号
和热号交替着选，现在电子

走势图也方便，不管是喜欢
追冷号还是喜欢追热号的
都能一目了然。”站长介绍
道。

“每期都会慎重地挑选
号码，以热号为主冷号为
辅，玩的时间久了就对数
字有着一种独特的感觉，
这 不 仅 是 我 的 一 种 购 彩
经验，相信很多彩友也有
相同的感受，玩彩这件事
就 是 要 坚持。”赵先生说
道。

(崔伟 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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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4日讯(记者 贺
莹莹) 本月起，德城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运河经济开发
区的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
用水价格上调，由4 . 02元/立
方米调整至4 . 42元/立方米，
居民用水仍执行阶梯制度，

价格不变。
7月4日，记者从市物价局

获悉，非居民用水价格到户综
合水价由4 . 02元/立方米调
整至4 . 42元/立方米，其中基
本水价2 . 6元/立方米、污水
处理费1 . 4元/立方米、水资

源税0 . 42元/立方米；特种用
水到户综合水价由7 . 42元/
立方米调整为7 . 82元/立方
米，其中基本水价为6元/立方
米、污水处理费1 . 4元/立方
米、水资源税0 . 4 2元/立方
米。据了解，此次价格调整主

要是污水处理费上调，每立方
米均上调了0 . 4元。

根据政策，执行居民生活
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包括：
学校、托幼园所、社会福利机
构、社区居委会、宗教机构、居
民住宅小区公共场所等非经

营性服务设施；执行非居民生
活用水价格的范围包括机关
团体、工业、经营服务等其他
非居民生活用水；执行特种用
水价格的范围为纯净水加工
业用水、洗车业用水、经营性
洗浴业用水、建筑业用水。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肖华荣) 7月3
日，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发布今年德州市二季度终
生禁驾人员名单，此次共计15
人被终生禁驾。值得注意的
是，在本季度15人禁驾名单中
不乏老司机，驾龄超5年以上
就有9人，占比一半以上。

2017年8月24日17时50分
许，刘某某酒后、无证驾驶鲁
N02191重型普通货车沿省道
353线由西向东行驶，行至德州
市陵城区丁庄乡丁庄村路口，
与由东向西行驶向左转弯的王

某驾驶的电动四轮车相撞，刘
某某、王某受伤，两车损坏。王
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
后，被告人刘某某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经对被告人刘某
某抽血检测，其血液乙醇含量
为76mg/100m1。经认定，刘某
某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

2018年2月11日，刘某某
被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
一年六个月。2018年3月23日，
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对刘某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
行政处罚，意味着驾驶人“终
生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
证，终生不能驾驶机动车”。目
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交管信息
联网，一经处罚后，驾驶人信
息将录入全国机动车驾驶员
管理系统，被锁定为终生禁驾
的驾驶人无论在省内还是省
外都无法再考取驾驶证。

另悉，在公布终身禁驾名
单的同时，交警支队还对外公
布了5起典型案例。

本报 7月 4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张亚

磊) 7月4日，德州公安交
警部门发布德城区于官
屯大桥封闭施工实行交
通管制的公告，管制时间
为 2 0 1 8年 7月 9日零时起
至 2 0 1 8年 1 2月 2 8日 2 4时
止。市民出行注意绕行该
路段。

公告称，德州市于官
屯大桥经桥梁维修公司

检测，存在安全隐患。为
确保桥梁通行安全，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于官屯大
桥维修改造工程已进入
施工阶段。因施工要求，
将对于官屯大桥实行封
闭全桥断道施工。施工期
间，于官屯大桥南北双向
禁止一切车辆以及行人
通行，望广大市民相互转
告，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确保安全畅通出行。

全全市市又又有有1155人人上上终终身身禁禁驾驾名名单单

7月9日起

于官屯大桥封闭施工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刘振) 近日，德州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德州市2018年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
确2018年水污染防治目标
和措施。

2018年水污染防治目
标要求包括约束性指标和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主
要河流水质稳定达到Ⅴ类
水质要求(21项指标)；饮用
水水质确保安全。考核指
标：主要河流水质在21项
指标全面达标基础上，化
学耗氧量、氨氮分别达到
35mg/L和1 . 8mg/L，其中

徒骇河达到或优于地表水
Ⅳ类标准；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面消除并保持稳定；
全市6个地下水质量考核
点位水质极差比例控制在
33 . 3%以下。

水污染防治方案发布

主要河流稳定达到Ⅴ类水质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路
龙帅 通讯员 刘瑶) 7月3
日，记者了解到，经陵城区委、
区政府批准，陵城区文学艺术
界综合性文艺评奖的最高奖

“东方朔文艺奖”正式设立。
陵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
富的文化资源，一个地方的文
艺作品标志着一个地方的经
济和文化建设，也代表着一个
地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经

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

近年来，陵城区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文化品
牌的创建和文化高地的构建
上，陵城区有很大的潜力可以
挖掘和提升。设立“东方朔文
艺奖”，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
实力和美誉度，也有利于培养
本区文艺人才，繁荣本区文艺
创作。因此，采取一定奖励措
施对陵城区原创文艺作品进

行评选，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
质奖励，对于促进区域性文艺
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全区的文
化影响力和竞争力。

陵城区“东方朔文艺奖”
按照“科学民主、公开公正、严
格标准、宁缺毋滥”的原则评
奖。根据文学、艺术自身发展
规律和特点。每两年评选一
次，共设文学、曲艺、音乐、书
法等11个类别，69个奖项。

陵陵城城区区设设立立““东东方方朔朔文文艺艺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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