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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名尚国际全维投资新
品——— 名尚·SOHO精美样板间开放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开放活动主
要是展示名尚·SOHO的户型布局及
精装修标准，配合着一系列精彩连连
的活动，引起现场到访贵宾好评不
断。样板间展示现场置业顾问详细介
绍了名尚·SOHO作为全维投资新品
的诸多优势，来宾们纷纷表示赞同并

产生了强烈的投资欲望。
据 置 业 顾 问 介 绍 ，名 尚·

SOHO旨在打造切割灵活、面积适
宜的小型成品化空间，面积控制
在 4 0 - 1 0 0平米，是淄博不可多得
的宜商、宜居、宜投资的精装小户
型产品。样板区装修风格主要以
现代装修风格为主，配以米色、银
灰的时尚色调，突显公寓高端装

修的标准。
名尚·SOHO创新性引入了途

家，与其强强联手，势必要打造投资
性极强的全新投资模式。途家旗下
的斯维登管家服务体系标准、细致、
周到，让您每次回家都有五星级酒
店的感受，无论出租、自居都会被尊
贵环绕。目前全国已有46座城市拥
有途家模式公寓，75万套途家公寓

分布在各大城市的重点旅游景区与
繁华中心地带。

拥有一套名尚·SOHO公寓就
是拥有全国的公寓。想度假不必再
到处买房，只需一套途家公寓即可
让您轻松享受全国度假生活。同时
途家公寓拥有大量的出租渠道与客
源渠道，保证客户投资的公寓日进
斗金。想自居时，有途家管家服务，

使您的资产保值增值；想出租时，
途家将妥善处理闲置的房屋，最
大限度的保证每套公寓都有收
益。途家模式公寓已是中国酒店
式公寓投资的领头羊。

此次，名尚·SOHO携手途家，
将会为淄博带来全新投资公寓，打
造出全维投资时代高性价比精装公
寓，让我们拭目以待。

名名尚尚国国际际全全维维投投资资新新品品问问市市
名尚·SOHO 样板间开放圆满成功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樊伟宏 ) 为让更多准妈妈了
解储存脐血的重要性，以及
产前应留心哪些事项，本报
与山东省脐血库联合举办的

“火种工程”特别活动“孕妈
妈大课堂”，本月底将在临淄
启动第二站。

7月28日，“孕妈妈课堂”
第一站在沂源县人民医院启
动，在医院产科主任闫莉和
脐血库讲师王凡的讲解下，
现场19对准父母表示受益良
多。“我只听说过脐血好像能
用来治血液病，今天通过王
医 生 的 讲 解 了 解 的 更 全 面

了。”准妈妈李女士说。“过去
不知道脐血用处这么大，现
在自己快要当妈妈了，为孩
子存一份，就算孩子未来用
不上，也可以捐给别人做点
善事。”准妈妈吴女士告诉记
者。课后，有 8对准父母现场
签订了储存脐血的协议书。

“8月31日上午9点，‘孕妈
妈大课堂’第二站将在临淄区
人民医院门诊楼三楼启动，届
时会有医院医护人员杨金燕和
脐血库讲师史宝青为准父母们

讲解相关知识。本次授课内容
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月子里的护理常识，第二部分
是脐血的用途及作用，希望能
给准父母们带来帮助。”山东省
脐血库淄博地区负责人孙希军
说。

“孕妈妈课堂”还将在全
市其他区县陆续开展，如果
有临淄的准父母想参加31日
的活动，可拨打本报活动热
线2 2 7 2 1 6 9或1 5 2 5 3 3 8 2 8 1 5咨
询、报名。

“火种工程”每周

救助一名白血病患者

“火种工程”由齐鲁晚报《今
日淄博》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所属
的山东省脐血库联合举办，主要面
向淄博地区，针对家庭贫困、患有
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经医生建议
需要使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孩子，
山东省脐血库通过派专业人员对孩
子的病例等相关材料进行审查通过
后，免费为其寻找配型相合的脐带
血供患者移植使用。

本报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对患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
的孩子进行救助，让更多身陷困境
的家庭看到希望。火种工程咨询电
话:2272169或15253382815。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脐血造血干细胞

保存20年仍具活性

据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证明，
长期保存的细胞仍具有活性，骨髓
造血干细胞的保存历史已超过40

年，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保存也已
有21年的历史。相关研究证明，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在保存20年后用于移
植仍具活性。因此，在理论上，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可以在-196℃深低温
状态下永久储存。

除此之外，据脐血库工作人员
介绍，与骨髓干细胞、外周血干细
胞移植相比，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有
明显优势，比如说，脐带血资源丰
富，采集对供者(母婴)无任何不良
影响，病毒感染的风险低，HLA组
织配型相合的要求较低，移植后发
生排斥反应的危险性较小，干细胞
不受出生后疾病、衰老的影响等。

本报记者 樊伟宏

“火种工程”特别活动“孕妈妈大课堂”启动第二站

月月底底到到临临淄淄为为准准妈妈妈妈们们讲讲脐脐血血

省内医疗机构只能向

省脐血库提供脐血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樊伟宏) 近日，省卫生厅发
现个别尚未取得《血站执业
许可证》的医疗机构采集、提
供脐带血，为进一步规范脐
带血临床采集行为，杜绝此
类事情的发生和蔓延，确保
母婴安全，省卫生厅对进一
步规范脐带血临床采集工作
提出要求。

首先，医疗机构只能向
具备《血站执业许可证》的山
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采
集、提供脐带血；其次，脐带
血采集医疗机构必须为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二
级以上妇产医院、妇幼保健
院或综合医院，同时应符合

《山东省脐带血采集医疗机
构基本标准》等，方可开展脐
带血临床采集工作。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崔洋洋 通讯员 黄强 张
德忠 ) 近日，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庭(局)

长 释 法 答 疑 工 作 机 制 的 规
定》，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案
件，业务部门庭(局 )长带头释
法答疑。

据了解，该工作机制将充

分发挥业务部门庭(局)长在群
众工作能力和实现服判息诉等
方面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以院机关业务部门庭(局)长为
责任主体，以部门审执结各类
案件及所涉当事人为工作对
象，最大限度促进服判息诉。针
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案件，当
事人情绪严重对立、有信访苗

头的案件，联调联解的民事再
审案件等6类案件，采取主动登
门释法、提前预约答疑等“面对
面”的方式，及时对当事人提出
的疑问，从审判程序、事实认
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
面，运用法理、情理相结合的方
法，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群众
理解的思维、群众接受的方式，

向当事人说明案情、法律规定
并进行必要规劝和心理疏导，
使当事人信任法院和接受履行
裁判。

“案件公正不公正，我们自
己说了不算，老百姓说公正才
是真正的公正，只有胜败皆服
才是公正，才有社会的安宁。”
淄博中院刘亚宁院长强调。

家庭资产的5%-10%

应该用来投资黄金

本报讯 8月12日，国际金价出
现跳涨，再次回升到1330美元/盎司
附近。华安黄金易联接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徐宜宜表示，从长期来看，
黄金价格已经处在合理区间，其应
对货币超发及地缘政治风险的特
殊属性都对投资者在中长期的收
益有积极影响。对于大多数家庭而
言，将资产的5%-10%投资到以黄金
为标的的投资品种上是一个非常
合理的选择。

由徐宜宜执掌的华安黄金易
联接基金目前正在发行，作为业内
首批黄金ETF的联接基金，它相当
于存放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
持有“凭证”，为投资者提供了一条
新的黄金投资渠道，降低了投资者
参与黄金市场的门槛，让普通投资
者可以轻松配置黄金资产，实现抗
通胀、完善资产组合、财富增值等
多种用途。

66类类案案件件庭庭((局局))长长主主动动登登门门释释法法
市中院建立庭(局)长释法答疑机制，“案件公不公正，老百姓来评说”

近日，“火种工程”援助的白血病患儿童童在市中心医院完成了脐血配型。

相关链接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樊
伟宏 ) 本报与山东省脐血库
联合举办的“火种工程——— 每
周救助一名恶性血液病患儿”
大型公益活动启动至今，得到
社会不少爱心组织和人士的关
注和支持。但在援助过程中记
者发现，多数市民对脐血的相
关知识并不了解。为了给想了
解脐血的市民答疑解惑，本周
五，本报记者将赴山东省脐血
库参观脐血制备、存储等流程，
为您揭开“生命银行”的神秘面
纱。

“看到咱们举办的火种工

程，正好我爱人不久就要生
产了，听说现在市妇幼保健
院就可以办理采集，但我们
对脐血的存储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却不甚了解，所以想多
了解一下。”市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以前只听说脐血，但
也不知道捐存脐血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另一市民董女士
说。

“确实，现在真正了解脐血
的市民并不多，因此才造成了
大量脐血被当成‘医疗废物’给
扔掉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
们也欢迎更多的市民来脐血库

参观，了解脐血的来源去处，及
用途。”山东省脐血库学术交流
中心主任唐正晓表示。

为此，山东省脐血库将每
个月第二周的周末作为公众开
放日，并安排班车接送市民前
来参观。“如果有想参观脐血库
的市民，可以在早上八点半之
前赶到济南，我们安排了两班
车，一班在中恒商场北门，一班
在济南市市立五院对面，统一8

时50分出发，将市民送到脐血
库，会有专人引导市民参观，并
为市民做出讲解。”工作人员介
绍说。

记者本周五赴省脐血库参观脐血制备、存储流程

揭揭开开““生生命命银银行行””的的神神秘秘面面纱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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