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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主打

威海住房公积金贷款出新规
停发三套房公积金贷款 首套房90平米以上首付比例不低于30%

本报威海 1 0月 1 7日讯
（记者 李彦慧） 日前，
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出台了《关于调整部分住房
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的通
知》，10月20日起，对购买
第三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停止

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并对
第一套和第二套住房公积金
贷款首付比例做出新调整。

新规对购买首套住房
且套型建筑面积在 9 0平方
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
比例由不低于 2 0 %调高到

不低于 3 0％，购买 9 0平方
米 （ 含 9 0 平 方 米 ） 以 下
的，贷款首付比例仍限定
为不低于 2 0 %。贷款购买
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不
得低于 5 0 %。购买第三套
以上住房的，停止发放住

房公积金贷款。同时，之
前《关于调整有关住房公
积金贷款和提取使用政策
的通知》中部分优惠政策
暂停执行。贷款申请条件
由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
月以上恢复为原规定的连

续 缴 存 1 2 个 月 以 上 ； 贷
款、提取使用范围由职工
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恢复为
原规定的只限职工本人及
配偶使用。

新规定自2010年10月20
日起执行。正式执行前，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受理的
贷款申请可继续办理；10月
20日前与开发商签订售房合
同未申请贷款的职工，截至
2010年12月31日仍可按此次
调整前的政策申请使用住房
公积金。

公务员考试

参考书热销

本报威海 10月 17日讯
（记者 陈静） 国家公
务员考试报名已经开始
了，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
也都进入备考阶段。虽然
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国考不
指定辅导书，公务员考试
用书在高校仍旧卖得火
热。一些大三学生甚至研
究生也都加入到国考中
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一
家书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报名前一个星期就有很
多人来买，这两天卖得更
多，我们每天都得订货。
公务员考试用书一直卖得
很好，到了报名的时候卖
得最好。一天卖几十本很
正常。”就在记者采访期
间，有不少学生前来选购
公务员考试用书。“前来
购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大四
的学生，今年来买书的研
究生也大大增加了。”书
店老板称。文学院研三学
生小李就加入了国考大军
中，她说：“本来想读完
研可以找个好点的工作，
但现在看来很难实现。所
以，只有寄希望于国家公
务员考试了，最起码多给
自己一个机会。”

油乎乎的旧竹签晾一下就用
医生：反复使用的竹签可能成为病菌的“温床”

本报威海10月17日讯（记者
孙丽乐） 不少市民在享受美味
的麻辣烫、烤串的时候，往往只关
注食品本身的卫生，却忽视了竹
签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卫生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威海小吃摊存在
竹签重复利用的情况。而反复使
用的竹签带有大量细菌，容易导
致食客感染肠道疾病。

17日中午，记者在步行街的

一家小吃屋外面看到，一个店员
正将丸子一个个穿在竹签上。这
些竹签“面色”发黑，满是油垢，有
些甚至还存在着少量的丸子残
渣。在另一家小店，记者买了两串
肉丸子，只见竹签上面黑乎乎的，
而且有些竹签已经断了。店员告
诉记者，这些签子是重复利用的，
“黑是由于反复油炸导致的”。记
者注意到，两个油乎乎的竹签晾

了一会儿，马上又被穿上了新丸
子。在一个麻辣串摊，摊主在流动
车旁放了一个桶一个盆，桶里放
了些方便袋等垃圾，而盆里全都
是竹签。店主说，“竹签是8毛钱一
把买的，一把是100支左右”。她一
天能卖出400-500个麻辣串，如果
竹签反复使用，一个月下来就可
以省下90-120元。

就竹签反复使用的卫生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4医院感染病
科的赵主任告诉记者，反复使用的
竹签可能成为病菌的“温床”。反复
使用竹签存在诸多卫生隐患，即使
经过高温处理也极有可能残留细
菌，带有细菌的竹签会对食客的身
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严重的可能
会导致进食者出现大肠杆菌感染，
引起各种消化道疾病，还可能传染
乙肝、甲肝、痢疾等传染病。

触摸历史

10月15日为“国际盲
人节”。当天上午，威海市
盲人协会和青年志愿者
们带领20多位盲人朋友
登上刘公岛。“这些盲人
朋友基本上都没有登上
过刘公岛，社会各界的帮
助让我们有了一次圆梦
的机会。”盲人协会秘书
长姜新说，“虽然用眼睛
看不见，但是我们能用双
手的触摸来感受刘公岛，
用心来贴近这个载满历
史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李彦慧 摄

本报威海 10月 17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李远增） 威海市全面

启动火电企业脱硫设施旁
路烟道挡板铅封工作，如
挡板开启未报环保部门批
准，则意味着企业“偷
排”。

14日上午，威海市火
电企业脱硫设施旁路烟道
挡板铅封工作现场会召
开，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环保模范的龙
头老大，介绍了脱硫技术
的进展与实践经验。脱硫
设施旁路原本是火电企业
对脱硫设施进行检修的通
道，但如果个别企业为了
节约成本而关闭脱硫设
施，二氧化硫就会直接从
旁路烟道排出。为了杜绝
这一行为，威海市于10月
18日前完成对10家火电企
业的脱硫设施旁路烟道铅
封工作。

10家电厂

铅封烟道挡板

格短消息

本报威海10月17日讯（记者
林丹丹） 秋冬是煲汤进补的最
佳时节。平日喜欢吃中药的威海
市民会发现，同一服中药，今年的
价格是去年价格的两三倍。

17日，记者在威海市区多家药
店发现，许多市民购买中药材进补。

公园路上一家药店的销售人员表
示，“今年约有四成中药材涨价了。”
他介绍，进补的药材目前卖得比较
多。尽管不少药材价格上涨厉害，但
是不少市民仍然选择中药。正在购
买中药的市民冯女士告诉记者，因
为自己常常感觉困乏，需要经常喝

中药调理身体。
药房的工作人员许先生介绍，

今年以来，不少药材的价格大涨。
比如麦冬，去年是7 . 5元一克，而今
年已经卖到了15元一克。记者采访
了威海市区一家较大的中药店，有
着50多年从医经验的老中医分析

说，今年云南、四川等药材产地受
水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中药原材料
产量下降，导致中草药价高难收。
这是中药材涨价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供货商手里的药材少，而需
求量又增大，中间出现了销售断
层，所以，药材的价格涨了又涨。

一克麦冬去年7 . 5元今年15元
中药材价格大涨

本报威海10月17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赵静 徐静）
乳山市一个月征集来158个金点
子。

今年年初，乳山市按照“两
城两区”的发展布局，将银滩旅
游度假区重新定位为新城区，并
按照新城区的标准加快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重点实施了排污、供

暖、入学、就医及交通等重点民
生工程。为更好地建设新城区，
乳山市开门纳谏，自 8月 2 6日
起，开展了关于银滩新城区发
展、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及重点工
程建设的民意征询活动，面向全
社会广泛征求市民的意见与建
议。征集范围从人大代表、党代
表、政协委员、各职能部门扩展

到来乳游客和居住在银滩各小区
的业主。为让更多的市民参加到
新城区建设活动中来，银滩管委
会在报纸、电视、政府网站、银
滩网站等媒体上发布了公告，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许多
市民、业主和外地来乳游客纷纷
通过信函和电子邮件等形式提交
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活动中，
共有227人提交有效建议158条。
目前，银滩管委会正在对这些有
建设性的“金点子”进行整理，
他们将结合实际拟定2011年重点
工程草案，对一些可随即实施的
合理化建议将在第一时间创造条
件付诸实施，改善银滩新城区投
资环境、居住环境和旅游环境。

乳山就新城区建设征询民意

一个多月收到158个金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