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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为营造更好的员工工
作生活氛围，更好的推进企
业文化的进步。1月10日晚，
聊城玛雅婚纱摄影携手聊
城巧克力城堡儿童摄影、聊
城莘县东方摄影公司联袂
举办了第二届感恩员工家
属的大型聚餐晚会。

10日晚六点，三家公司
所有员工家属齐聚一堂，等
待精彩节目的开始。六点三
十分，董事长、总经理致感谢
词，简短寒暄后正式开席。

七点整，随着开场曲
《天下一家》演出正式开始。
节目中穿插着年度最佳员

工、最佳领导层、员工宝宝
压岁钱等一系列的家属福
利与员工奖项的发放。本次
晚会以欢快愉乐为主题，全
场共十九个精彩节目，都是
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为家属
们精心准备的，节目观赏性
与愉乐性给家属们带来一
场超强的视觉盛宴。

最后，伴随着歌舞《相
亲相爱》，全体员工对家属
鞠躬致谢。家属热烈的掌声
与场面的温馨是对我们怎
样的理解支持与信任！2014
年聊城玛雅婚纱摄影新春
家属答谢会在温馨与浓情
聚集的氛围下圆满落幕。

获得家属们的理解与
支持，我们会在新的一年
里，更加的努力工作，使自
己和公司共同取得辉煌的
佳绩。

聊城玛雅婚纱摄影
新年家属答谢晚会圆满成功

聊城逐步建立全市统一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

保保障障房房归归谁谁，，电电脑脑说说了了算算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记者
李璇) 入冬以来，不少品牌的新
款羽绒服价格一涨再涨，动辄上
千的价位令不少讲究实惠的市
民将目光投向羽绒服翻新，虽然
翻新价格较去年略有上涨，但依
然生意红火。

由于不少市民觉得商场里
的新款羽绒服价格高于心理预
期，因此价格实惠、且款式丰富
的翻新羽绒服越来越受青睐。入
冬以来，城区一些制衣店平均每
天都要接十几个订单，有的甚至
已排到年后。不少店主还表示，
到腊月中旬他们就不再接单，否
则忙不过来。

“今年羽绒服翻新价格比去
年略有上涨，但花几百元就能做
件新款，很划算。”花园路一家制
衣店店主一边赶制羽绒服一边
介绍说，翻新一件羽绒服的价格
根据衣长、面料不同而有所差
异，多在200元至500元不等，如
需额外增加羽绒，每两羽绒价格
在30元左右。

柳园路一家制衣店里，一位
女士刚拿到了订制好的羽绒服。

“我比较胖，不好买衣服，我儿子
去年在北京花了快两千，给我买
了一件羽绒服，结果我根本穿不
下去。”该女士说，她今年逛了多
家羽绒服专卖店，结果款式好的
不仅价格贵，她穿着也不合适，
而她穿着合适的，却又不满意款
式。于是她把去年那件新羽绒服
的羽绒掏出来，订制了一件才花
了不到400元。

“这几天天冷，每天都能接
十多个订单，要是今天下单，估
计也得排到一个月以后才能开
始做。”卫育路一家制衣店的店
主说，现在市民翻新羽绒服多是
选择半成品，像“雅鹿”、“艾莱
依”等品牌羽绒服的半成品都是
直接从厂家进货，装上羽绒和正
品差不多，价格却比商场里价格
便宜一半以上。“顾客自带羽绒，
最贵的做出来也就400多元，一
般两三百就行。”店主表示，顾客
翻新和定制羽绒服还可自行决
定加多少羽绒，更能达到保暖效
果。

同时，该店主提醒说，市民
翻新羽绒服时一定要选择正规
店铺加工。而且顾客最应该关注
的是羽绒服内填充的羽绒，因
此，在翻新时最好现场看着店家
掏出羽绒、装绒、封口，以防店铺
在加工时更换羽绒或缺斤短两。

羽绒服涨价

火了旧衣翻新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随着
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设的持续
推进，聊城市迎来保障性住房集
中交付高峰，形成了大量存量住
房。13日，记者从聊城市住建委
了解到，聊城市将完善保障房的
准入退出等制度。

2013年聊城市计划新开工
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共20835套(户)，实际开工21231
套，开工率达101 . 9%，比去年同
期 增 加 5 9 2 6 套 ，增 长 比 例 达
38 . 7%。连同往年结转项目计划
年底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和棚
户区改造住房9000套，目前已建
成12760套，基本建成任务完成
率达141 . 8%；计划新增发放廉租
住房租金补贴263户，实际发放
补 贴 3 5 4 户 ，任 务 完 成 率 为
134 . 6%。

虽然建设进度快，但有的分
配不及时，导致房屋出现闲置问
题，后期管理和物业服务也跟不
上。如2012年全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跟踪审计发现，有3个县的766
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处于闲置状
态。同时，近年来，随着保障性住
房大规模建设的持续推进，聊城
市迎来保障性住房集中交付的
高峰，将形成了大量的存量住
房。能否分好、管好、用好这些房
子，直接关乎住房困难群众切身

利益。
聊城市住建委将建立科学

有序、公开透明的住房保障资格
准入审核制度体系。合理设置住
房保障准入条件。各地要根据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放宽
住房保障准入条件，降低准入门
槛，扩大受益人群，尤其是要加
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住
房保障力度。要逐步淡化收入、
财产等条件限制，建立以住房困
难为首要标准的准入审核
机制。同时，全面实行申
请人承诺书制度，申请人
要对其提供的住房、收
入、财产等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定期主动向主管部
门报告变动情况，承诺不再
符合保障条件时主动退出。

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业务
办理窗口建设，实行首问首办，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业务的“一站
式”办理，不断提高住房保障便
民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多部门信
息联动、数据共享和联审联查的
审查机制，对保障对象和保障范
围实行动态管理。逐步建立全市
统一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申请审核
及配租配售环节标准化、程序
化、精细化，尽可能减少人为干
扰，做到住房保障资格准入“电
脑说了算”。

保障性住房“住的进去、
退不出来”的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有效地解决。所谓退出，
并不是说一定要退出实物保
障，对于租赁型的保障性住
房而言，按市场标准缴纳租
金也是退出的一种方式。因
此，对于享受租赁型保障性
住房的人群，当其因取得其
他住房不再符合条件时，就

必须腾退所承租的保障性住
房，实现实物退出；当其因收
入提高不再符合条件时，考
虑到个人收入有一定的波动
性，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其租金
水平直至达到市场租金标准
的方式实现退出，既不影响其
正常的工作生活，又缓解了实
物退出难的矛盾。对于购置型
的保障性住房，各地要完善上

市交易收益调节的具体办法，
消除可能存在的牟利空间。对
于必须实物退出的住房保障
对象，有关部门要及时告知并
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及时收回
房源。

同时，逐步完成公共租
赁住房和廉租住房的并轨运
行。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要
有序推进廉租住房与公共租

赁住房的统筹建设。在摸清
住 房 保 障 需 求 底 数 的 基 础
上，科学制定公共租赁住房
和廉租住房统筹建设、并轨
运 行 的 实 施 细 则 和 规 划 计
划，分步实施，逐步实现公共
租赁住房与廉租住房的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
统一管理。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加大退出力度,确保循环利用

头条延伸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
慧 穆炎 ) 近日，聊城警方
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是几
个农民工，他们被一个自称
是 工 地 负 责 人 的 人 请 去 吃
饭，然而饭吃完了到结账的
时候，请客的人却不见踪影
了，这顿饭价格不菲，因为除
了饭菜钱还有好几条名烟。

民警介绍，农民工胡先
生和同乡的几个工友来城里
打工，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
地点，经常是在各大劳动市
场或中介所“找活”。几人刚
走到市场门口就被一个人拦
住了，对方是一位四十岁左
右的男子，西装革履还戴着
眼镜。该男子自称姓肖，是一
家装修公司的经理，需要找

人干活，胡先生几人眼看有
活自动找上门来都很兴奋，
连忙回应干得了。“肖经理”
随后又详细地介绍了他手头
这个活：5天干完，每人报酬
是1500元 .胡某几人答应了，
谈好了工资，“肖经理”又“大
方“地请客吃饭。

“肖经理”选择了一家比
较高档的饭店，招呼好胡先

生几人就座后便点起了菜，
饭吃到一半肖某又叫来服务
员加了几个菜，随后又点了
几条名烟。“肖经理”突然借
口上厕所走出了包厢再也没
回来，直到吃完饭结账都没
有现身，服务员称将几条名
烟交给了包厢门口戴眼镜的
男子了。胡先生这才意识到
被骗了，立马拨打了110。

男男子子请请民民工工吃吃饭饭实实则则骗骗吃吃骗骗烟烟

1月12日，12名聊城大学大学生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了“谁动了我的年货”厨房
小实验宣传活动。大学生们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现场简单、易学、实用的
小实验教市民们如何识别小米、黑米、香油、酱油等食用品质量的优劣的小窍门。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何艳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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