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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快报

想献血？得一下子抽 400毫升
献血车上的“高门槛”，吓跑不少爱心市民

本报聊城 12 月 15 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实习生 张琳)

眼下正值血库吃紧急需血源，献
血车竟然有道“高门槛”，想献血
的得一下子献 400 毫升，不少市
民担心身体吃不消，吓得望而却
步。血站工作人员称，这是因为
没有 200 毫升的血袋。

14 日上午，市民张女士得知

血站库存血液达到警戒线，来到
人民广场附近的献血车，准备献
200 毫升血。让张女士意外的是，
医生说要献血的话得一下子献
400 毫升，张女士担心身体吃不
消只能悻悻离开。

采血医生解释说，医院给的
采血袋是 400 毫升的，因为大部
分都是成人用血，至少需要 400

毫升。该医生还说，孩子做手术
需要 200 毫升的。但这类手术一
般都去大城市做，市民献 200 毫
升血用处不大，会白白浪费掉。

对这个说法，张女士感觉很
不理解。她说，成人手术用血多，
可以多使用几袋 200 毫升的血。

“这怎能成为不能捐献 200 毫升
血的理由？”

15 日下午 3 时，记者来到剧
院门口的献血车上。一名身穿白
色羽绒服的女孩正在咨询献血
事宜。女孩体重不足 100 斤，按
规定只能献 200 毫升血。医生告
诉了女孩同样的说法，献血车上
没有 200 毫升的献血袋，暂时不
能捐献 200 毫升。

随后，记者拨打血站献血热

线，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医院
用血计划都是 400 毫升的，市民
暂时不能捐献 200 毫升血液，年
后可能会有 200 毫升的计划，但
具体时间不清楚。

记者查看《献血法》了解到，
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
一般为 200 毫升，最多不得超过
400 毫升。

本报聊城 12 月 15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记者 15 日
从市住建委获悉，政府限价商
品住房的销售价格大致定啦，
原则上低于同地段普通商品
住房的 20% 以上。近期还将
摸底调查城区政府限价商品
住房需求情况，调查范围为三
类人。

据介绍，为切实解决聊城
市城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大
中专毕业生家庭和进城务工
经商家庭住房困难，市政府今
年在南湖新城建设政府限价
商品住房 19 万平方米，销售
价格原则上低于同地段普通
商品住房的 20% 以上。

为做好今年政府限价商
品住房销售，合理确定明年政
府限价商品住房建设规模，市
住建委开始对城区政府限价
商品住房需求情况进行摸底
调查。

摸底调查的范围分为三
类，分别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家
庭、进城务工经商家庭。摸底
调查的上报程序为：中等偏下
收入家庭由户口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统一上报；大中专毕业
生家庭及进城务工家庭由工
作单位统一上报；进城经商家
庭直接到市住建委住房保障
科上报。

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摸底调查范围为：具有聊
城市城区常住户口两年以上
且实际工作和居住；申请家庭
人均年收入低于 1 . 2 万元；申
请家庭净资产低于 10 万元；
申请家庭在聊城市城区无私
有住房或虽有私有住房但人
均建筑面积低于(含)15 平方
米。

大中专毕业生家庭摸底
调查范围为：毕业不满 6 年的
已婚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被
城区行政、事业单位录用为正
式工作人员或和城区用工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和聘用合同
一年以上；具有本市城区常住
户口一年以上且实际工作和
居住；申请家庭在城区内无私
有住房或虽拥有私有住房但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含)
15 平方米。

进城务工经商家庭摸底
调查范围为：具有城区户口以
外的本市户口；与本市城区用
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
合同连续 5 年以上或提供 5
年以上的纳税证明；在城区连
续缴纳养老保险 3 年以上或
累计缴纳养老保险 5 年以上；
申请家庭在城区无住房或虽
拥有住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低于(含)15 平方米。

摸底调查结束后，将根据
限价商品住房的需求情况，公
布申报条件和销售方案。

限价房销售价格大致定啦

比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低 20% 以上
市住建委近期调查限价房需求，调查范围为三类人

本报聊城 12 月 15 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记

者从市住建委获悉，目前聊城已
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共计 15770
套(不含林业棚户区)，任务完成
率为 112 . 1% 。保障性住房建设
完成后，将按相关规定对申报家
庭进行现场调查。

据介绍，目前廉租住房建设
任务为 200 套，开工 410 套，任
务完成率为 205% ；经济适用住
房建设任务为 1 4 5 3 套，开工

1 6 5 8 套 ， 任 务 完 成 率 为
114 . 1%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任
务为 3000 套，开工 3429 套，任
务完成率为 114 . 3% ；城市棚户
区改造任务为 9 4 1 0 户，开工
1 0 1 2 6 户 ， 任 务 完 成 率 为
107 . 6% 。

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后，将
严格执行三级审核、两次公示制
度。目前已建立保障家庭退出制
度，严格年度复核制度；在加强
廉租住房实物退出管理上，将不

符合条件的家庭以民事要约方式
清退，拒不退出的将按照司法程
序予以收回。实施动态管理以
来，市本级根据规定取消了 329
户的补贴发放，清退了一户不符
合条件的廉租住房家庭。

目前，住建委正在开发住房
保障信息系统，计划与房地产产
权产籍信息系统对接，该系统投
入使用后，将及时掌握保障家庭
住房变化情况，进一步提高住房
保障信息化管理水平。

全市保障性住房开工 15770 套

“快来看看
电灯亮不？”市
区怡香园廉租
房验房时，市民
史秀焕带朋友
一起赶来看自
家新房，看到电
灯亮了，脸上乐
开花。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 12 月 15 日讯(记者
刘铭 通讯员 张晶) 记者

15 日从市交警支队获悉，交警部
门即日起在全市开展校车及接送
学生车辆专项整治活动，集中排
查校车安全隐患，凡未经教育部
门批准的专用接送车辆违法超载
的，一律扣押机动车。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张金忠介
绍，交警部门将严格落实“谁用
车，谁负责”的校车安全管理责任
制，会同市县教育部门加强对校
车的审查和对驾驶人的教育工
作，逐台建立校车管理档案，发放

“接送学生专用校车”标识。各大
队将全部成立护学岗，配合学校
安保人员维护好校园门口及周边
交通秩序，在中小学校、幼儿园附

近加强接送学生、儿童机动车的
检查，严查、严纠违法接送学生的
机动车辆。

根据市县教育部门提供的校
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行车时间、线
路，在学生接送车集中的校门口
和必经路段，尤其在条件较差的
路段，充实警力重点查处“报废
车”、农用车、拖拉机和面包车超
员接送学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及时消除各类交通安全隐患。
交警部门每月与校方开展一次校
车主管领导和驾驶人面对面的教
育，强化校方内部安全管理和驾
驶人遵守交通法规，严守校车载
客规定的教育。

“为彻底排除隐患，交警部
门对经教育部门批准的专用接送

车辆违法超载的，一律扣押机动
车，一律发整改通知书到车辆所
属单位责令限时整改，卸载转送
完毕后依法从严上限处罚。”张
金忠说，对未经教育部门批准的
非专用接送车辆，一律扣押机动
车，移交当地运管部门按非法营
运调查并从严处罚。

同时，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
差，隐患严重的接送车辆，一律
扣押机动车，送交检验机构检验，
消除隐患后重新投入运营。对驾
驶员驾驶资质不符的接送车辆，
一律扣留机动车和驾驶证，责令
其重新聘用资质相符的驾驶员
后，依法从严上限处罚。检查中发
现违法及安全隐患的，一律通报
给所在地的教育与安监部门。

专项整治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
未经批准的非专用接送车，一律扣押机动车

15 日，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学生戏曲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京剧脸谱展示活动，把自已设计绘制的 100 张京剧脸谱
戴在脸上，摆成一面脸谱墙，宣传京剧文化。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秀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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