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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市里多部门牵挂志愿者毛乐乐母亲的伤情，百余人捐款———

““我我们们的的一一片片心心，，希希望望能能帮帮一一把把””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路伟 侯峰) 本报曾经报

道山东农业大学大四学生毛
乐乐的母亲，使用电暖器取暖
引燃被子，导致重度烧伤。26

日上午，毛乐乐一家从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张
耀民手中接过120多名市有关
部门、单位干部职工捐赠的爱
心款。

26日上午9点，“幸福泰安、
美在身边”献爱心捐赠活动启
动仪式在市政大楼二楼大厅举
行。市委宣传部、市人社局、市
妇联、市残联、泰山志愿者联合
会等部门、单位120多名干部职
工现场捐赠爱心款。随后，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张耀民把募捐到的善款送到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烧伤科病
房，交到毛乐乐手中。

26日上午11点左右，毛乐
乐的母亲陈玲躺在床上，身上
多处缠着纱布，右手臂已经截

肢。毛乐乐站在床边说话逗母
亲开心，父亲坐在床另一侧默
默地看着。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你
们，我们筹集了一些善款送过
来，希望你能好好养病”。张耀
民说。陈玲躺在床上，不住地
说感谢。

医生介绍，手术后陈玲身
体逐渐恢复，伤口开始愈合，
一些部位已经开始结痂，但蛋
白素比较低、还有些贫血症
状，“她还要在医院住一个多
月才能出院。”

“家里条件不好，小时候
自己也挺自闭，上了大学后，
我加入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
因为没钱，只能从心理方面帮
帮那些自卑和自闭的孩子。”
毛乐乐说，当她知道妈妈的情
况后，一下子就绝望了，“要不
是有大家的帮助，我妈可能没
命了，真心感谢大家。”

截至目前，毛乐乐一家共
收到社会各界捐款4万余元。
毛乐乐说，“等妈妈好了，我想
参加更多的志愿服务，尽最大
的努力回报社会。”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赵
兴超 ) 从3月1日起，《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方案》将正式实施，实行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取消最低注
册资本限制等新措施。

25日，在建设大厦企业注册窗
口外，准备和同学三人共同出资注
册一家商贸公司的李先生，得知下
月起的新登记注册制度有不少变
化，改变了当天注册的主意，商量3

月份再来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说，这
样的情况，2月份以来经常遇到，相
比以往登记注册少了很多，“很多人
都在观望改革后的政策。”

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3月1

日起实施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方案》有几个重要变化，实行注册
登记资本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
本登记条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
为工商登记事项。除特定行业外，取
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
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
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
资本500万元的限制。理论和法律上
来说，1元也能注册公司，但实际不
可行，超出自身资金实力的注册资
本，会给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民事
责任。虽然公司设立时股东首次可
以不缴纳出资，但并不等于可以不
出资，约定期限内如果不能出齐出
资，会面临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传国)

26日下午，泰安市城管执法局
岱岳区分局联合园林等相关
部门，对灵山大街与迎胜南路
路口1处大型违规擎天柱广告
底座，进行强制拆除。

26日下午4点左右，在灵
山大街与迎胜南路路口东南
方向空地上，有一处地方明显
被挖开过。“上午9点左右，我
们接到市民投诉反映，该处有
人连夜突击设置了大型广告
底座，随后执法队员到现场进
行核查。经确认，该处确有新
设的一处广告底座，并且没有
相关手续。”现场一工作人员
说。

工作人员调来一辆挖掘
机，开始逐层向下挖，从挖上
来的混凝土来看，还有些潮
湿，没有完全凝固。由于混凝
土下面埋有10多根钢筋和一
些三角钢，给挖掘带来一定
难度。“25日晚上我收摊时还
没看到有人挖，估计是晚上
连夜突击弄的。”附近一商贩
说。

工作人员介绍，擎天柱广
告底座深约3米，直径两米，需
浇筑混凝土3车，加上钢筋、广
告立柱和广告牌，花费将近20

万元。但因其建成后几乎不需
维护，损耗小，利益大，不少人
存侥幸心理，未经批准，擅自
设置。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

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如不及时清理，当事人

估计会利用半夜突击施工，
把擎天柱广告竖起来。”工作
人员说，由于联系不到当事
人，经拍照备案后，联合园林
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强制
拆除。

据了解，该局在春节前，
专门下发《关于严格查处2014

年春节期间违规设置大型户
外广告的通知》，要求对辖区
内现有的户外大型立柱(擎天
柱)、仿交通指示牌、落地式水
泥底座、楼顶等广告进行摸底
排查。对辖区内可能设置各类
户外广告的路段、绿化带、空
地、楼体、楼顶等重点部位，加
大巡查监控力度和密度。对利
用夜间或执法人员日常巡查

间隙，突击擅自设置各类户外
广告的行为，做到严格查处、
及时拆除。

工作人员提示：市民如发
现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设置
大型户外广告，可拨打24小时
投诉电话：8538555，执法人员
将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
立案查处。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张伟) 26日，宁阳车祸重伤

者之一陈冲的大学同学到泰
安看望他，并带来25000块钱。
为了给陈冲多凑点治疗费，3

名同学将买到手的动车票改
为硬座，只为多省出400块钱。

26日上午8点左右，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骨三科病房
内，3名从青岛城阳赶来的同
学正与陈冲交谈。“陈冲，我们
这次代表大家来看你，希望你
能早日康复。”陈冲舍友任百
富说，由于大家都在各地实
习，没法都赶过来，就派他和
另外两名同学到泰安看望陈

冲。
“我和陈冲是舍友，听到

他出车祸的消息后，就和周边
同学商量，先给他凑点医药
费。”任百富说，他和陈冲在同
一宿舍3年多，没见陈冲和谁
红过脸，倒是他经常帮助别
人。

在病房里，一个黄色的心
形抱枕放在陈冲枕头一侧，格
外引人注意。在一个方形纸盒
里，有同学们连夜折叠的纸盒
和一张张祝福的卡片。“陈冲
学长，加油！”“陈冲学长，人生
就像一次旅行，这一次的停顿
或许只是让你能更好地看清
沿途的风景……我相信学长
一定能够重振精神，成为一个
让我们骄傲的人。”

陈冲舍友赵子强说，为给

陈冲多凑点治疗费，他们3个
将买到手的动车票改为硬座，
只为多省出400块钱。“我们原
本买的是26日的动车票，票价
198元，后来觉得与其坐动车，
还不如省下钱来给陈冲，就又
改成61元的硬座。”赵子强说，
26日凌晨两点半左右，他们到
达泰安，也没去住宾馆，在火
车站待了一晚上，天亮后没来
得及吃早饭就赶往医院。

据赵子强介绍，两三天时
间里，大家先后凑了25000块
钱。“过几天其他同学还会再
来看他，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
都能帮帮这家人，让他们渡过
难关。”

陈冲父亲陈成洋说，陈冲
的心态不是很稳定，他们还没
把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他，怕

他没法承受。“我不敢想象孩
子知道没法站起来的事实后
会怎么样，真怕他就这样放弃
自己。”陈成洋说，虽然家里没
钱，但只要有一点点希望，他
们都会争取。

目前，刘鹏恢复良好，但
其妻子与女儿的情况并不乐
观，妻子时而清醒，时而昏
迷。女儿双腿打上石膏，还在
进一步观察治疗。如果您愿
意 帮 助 这 两 个 家 庭 渡 过 难
关，请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和银行账号。户名，刘朋朋，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6222021602022460259，联系电
话18264828511。户名，陈成洋，
中 国 银 行 账 号 ，
6217866000004472244，联系电
话15253886188。

从青岛来看望重伤同学，能省点就省点———

一一路路坐坐硬硬座座，，就就为为多多捐捐440000元元

违违规规““擎擎天天柱柱””刚刚建建底底座座
执执法法部部门门第第二二天天““抹抹平平””

下月起注册公司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路
伟 通讯员 武峰 耿鹏 ) 为保
证全市春节期间应急用血和临床用
血需求，2013年12月17日全市卫生
系统“白衣天使”爱心血库正式启
动。本次“白衣天使”爱心血库启动
后，市卫生局机关、各县市区卫生
局、全市各医疗卫生机构共计40个
单位，在近 2个月的时间内，共有
2583名白衣天使，无偿献血822650毫
升。

“白衣天使”爱心血库活启动以
来，各县市区卫生局和医疗单位高
度重视，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入党积极分子率先垂范，积极
参加无偿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
作出了表率作用，营造了良好的无
偿献血社会氛围。

泰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韩书林一边积极组织安排各科
室医护人员依次献血，一边自己带
头参加献血，医护人员献血热情高
涨，共有260名医护人员献血67000

余毫升，再次创下该院历年单次献
血人数新高。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周密组织，
学工处、团委等处室积极组织协调，
共有582名爱心天使献血15万毫升，
创下了泰安市2013年度团体单次献
血的最高纪录。医务工作者站在抢
救生命的第一线，对血液重要性的
认识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加深刻，
所以医务人员一直都是无偿献血事
业的积极参与者，很多医院参与献
血的医生、护士已成为多年坚持无
偿献血的固定献血者。

泰山区卫生局、岱岳区卫生局、
新泰市卫生局、肥城市卫生局、宁阳
县卫生局、东平县卫生局、泰山景区
卫生环保局等局机关积极响应、认
真组织辖区医疗单位，短短一周的
时间，就有 1 0 1 0名医护人员献血
310700毫升。

白衣天使爱心血库

两月献血82万毫升

工作人员调来挖掘机拆除擎天柱广告底座。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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