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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息激活股民热情

聊聊城城老老股股民民沉沉封封66年年账账户户重重启启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者 王瑞超)“ 都这些
年了，账户就没动过，现在
密码也忘了。”25日，在柳
园路一家证券公司营业
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
络绎不绝，两位排队等候
的女士交流起来。

“伤心了，当初想再也
不炒股了!”前来办理老户
重启业务的杨先生是位老
股民，2007年股票兴盛时，
他投资5万余元购买股票，

“2008年奥运会后就一直
跌，套进去了！这些年一动
没动，密码也忘了！”他也
不清楚现在账户有多少余
额，预估可能也就一万元
左右。

杨先生最近常看股票

走势，发现大盘走势明显
好转，很多股上涨明显。

“最近央行一降息，对股市
是个利好消息，我把尘封
的账户再重启。”他拿着证
券账户卡前来将睡眠6年
多的账户重启，准备重新
挑选几个股。

据证券公司一张姓工
作人员介绍，24日以来，类
似杨先生这种老户重启的
老股民明显增多，主要业
务集中在多年不用的休眠
用户更改密码、办理三方
存管业务、身份证升位等。

据该证券公司统计，
央行降息后，聊城炒股市
民明显增多，24日起，前来
办理股票新开户，老户重
启的客户明显增多。据不

完全统计，现在日均开户
数是以前的一倍以上。除
此以外，办理融资、融券开
户业主的客户呈上升趋
势。

24日，受央行降息利
好影响，沪深两市双双大
幅高开，据统计，券商、房
地产、银行类、有色金属、
工程建筑板块排名资金净
流入前列。

“央行降息将点燃股
市的活跃度，对股市而言
是利好消息，从昨天股市
走强可见一斑。股市作为
容纳大额资金的重要渠
道，必将吸纳部分大额资
金客户。”一家证券公司聊
城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说道。

杨先生正在办理老户重启业务。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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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栓塞发病率低死亡率高
“为保证梁菊生命安

全，医院开通绿色通道，要
什么给什么，各科室全力配
合。”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
介绍，羊水栓塞是指在分娩
过程中羊水突然进入母体
血液循环引起急性肺栓塞，
过敏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肾功能衰竭或猝死的
严重的分娩期并发症。

羊水栓塞发生突然，
发病率为 4 / 1 0万～ 6 / 1 0

万，进展非常快，很难抢
救，死亡率高，大部分产妇
在发病半小时后死亡。医
院负责人说，这次抢救成

功，得益于医院重视医疗
救治体系建设和医护人员
的急危重症救治培训，正
是医院临床工作人员观察
细致、反应及时、训练有
序、处理得当，才保住了产
妇及婴儿的生命。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者 王尚磊) 羊水栓
塞发病率极低，但死亡率
却很高，近日，东昌府区人
民医院收治一名突发羊水
栓塞的产妇，情况万分危
急，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
道，医护人员轮番上阵将
处于生命边缘的产妇和婴
儿救了过来。

对于产妇梁菊(化名)
来说，20多天前，她和肚子
里的孩子算是从鬼门关
里走了一遭。10月29日早8
时01分，来自东昌府区梁
水镇的36岁产妇梁菊因临
产住进区人民医院。10月
29日下午1时20分，刚被
医生扶上产床的梁菊，突
然面色发青、牙关紧闭、
没了血压，且呼吸在慢慢

变浅。
医护人员立即做出

羊水栓塞的临床诊断，并
在组织科内抢救的同时，
立即向值班院领导汇报。
医院马上启动应急救治
程序，几分钟内由麻醉、
ICU病房、外科、心内科
等多科室专家组成的医
疗救治团队赶到产房对
产妇进行救治。气管插
管、下肢静脉切开保持静
脉畅通，医护人员采取急
救措施并轮流对梁菊进
行胸外按压，同时给予对
症抗休克抗过敏等一系
列治疗。

产妇病情危重危及
着肚子里的孩子，如抢救
不及时大人和孩子都可
能保不住，就在抢救梁菊

的同时，医护人员当机立
断，对其做了侧切手术，
并用胎头吸引术把孩子
小心翼翼地拉了出来。令
医护人员更为不安的是，
男婴出来后重度窒息，急
忙送儿科抢救，经医护人
员几天救治，8斤3两重的
男婴才转危为安，身体恢
复健康。

10月29日下午1时30
分，为防止梁菊病情恶
化，羊水进一步进入母体
血液循环，医护人员决定
对其子宫切除。10月29日
下午4时10分，梁菊转入
ICU病房接受治疗，脱离
生命危险，但由于羊水栓
塞造成的脑缺氧，梁菊脑
功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
恢复。

刚上产床突然牙关紧闭没了血压

产产妇妇突突发发羊羊水水栓栓塞塞
医医院院成成功功救救治治

四四季季度度多多幅幅地地块块集集中中出出让让
度假区占比大，成出让大户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记者 张超)

进入11月，城区推地节奏加速，多幅
经营性土地集中出让，总出让面积达
21 . 035公顷。

从位置来看，地块为民生·凤凰城
用地。2014--82#、83#地块为项目商业
用地，后期规划目前还未确定。2014--
80#地块为前期出规划6号院，规划有6
栋18层小高层住宅楼座；2014--81#地
块为前期出规划7号院，规划有5栋18层
小高层住宅楼座、1栋11层小高层住宅
楼座。

现阶段，就度假区楼盘项目来看，
在售楼盘有恒大名都、东昌府院、盛世
天湖。恒大名都作为精装修，位于柳园
南路，距离城区相对较近，定位中高端。
东昌府院、盛世天湖两大低密度住宅项
目主打别墅产品，多面向终极置业者，
因此度假区内目前缺少面向普通置业
者的楼盘项目。

片区内有端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
生·凤凰城、金柱集团开发的郭屯棚户
区改造项目。此外，还有陈屯棚户区改

造项目金龙·怡心苑。从规模上来看，
民生·凤凰城、金龙·怡心苑两项目体
量较大，民生·凤凰城总建筑面积百万
平米，金龙·怡心苑总建筑面积5 9万
㎡。两大大体量楼盘项目的入市，将为
度假区普住房源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2014年聊城市国土资源
局公布的《聊城市本级2014年度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2014年全年
聊 城 市 城 区 住 宅 用 地 计 划 供 应
134 . 3527公顷，目前出让规模占了总
供应计划的九成以上，基本已完成年
度供应计划。可以预见，按年度供应计
划，今年或将不会再有大幅住宅地块
出让。

从今年土地出让情况上来看，进
入下半年以来，土地市场寂寥，开发商
拿地积极性弱，城区优质地块陈口路
南、规划二干路西地块无人摘牌。在优
质地块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为完成年
度供应计划，国土资源局大幅推出度
假区内已有开发企业有意向的地块，价
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年内或难现大幅地块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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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半年，土地市场略显平静。
第三季度聊城市国土资源局集中出让
多幅住宅地块，7月份出让城区优质地
块2014--57#(陈口路南、规划二干路西)

无人摘牌；8月份没推出一幅地块；9月
份，推出2幅高新区住宅地块，裕昌·九
州国际用地。进入第四季度，为完成年
度供应计划，国土资源局在11月份大幅
推出度假区内已有开发意向的地块，价
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截至目前，今年出让的27幅住宅用

地中，成交21幅，其中2014--57#地块(陈
口路南、规划二干路西)无人摘牌；2014-
-67#地块(淮河路南、黄山路东)、2014--
68#地块(淮河路南、中华路西)等多幅地
块正在走出让程序。成交的20幅住宅用
地中，13幅住宅用地为量身定做，海源
丽都、星美·城市广场、昌润·莲城、星
光·水晶丽城、民生·凤凰城、阿尔卡迪
亚北区、锦绣·滨河御府等住宅用地相
继得到了落实。

本报记者 张超

本报聊城11月25日
讯 (记者 凌文秀 李军)

11月29日是孔繁森同
志殉职20周年。30日(星
期天)上午9点，本报组织
小记者到孔繁森同志纪
念馆，听孔繁森的故事，
学习他乐于助人的精神。

1994年11月29日，
孔繁森完成任务返回阿
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
以身殉职，时年5 0岁。
今年是孔繁森同志殉
职20周年，本报组织小
记者们到孔繁森同志
纪念馆缅怀这位领导
楷模，并由讲解员为小

记者们讲述孔繁森两
次赴藏的无私、奉献的
热忱、廉洁自律的高贵
品质。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是全国闻名的红色文化
名胜，纪念馆于1995年7
月 4日经中共中央宣传
部批准建馆，1995年9月
1 0日开馆，由江泽民同
志亲笔题写馆名。目前，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已成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青少年教
育基地”、“全国党员干
部教育基地”、“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当天，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还为小记者们开放民族
团结进步展和木版刻画
展。

齐鲁晚报开始招募
2 0 1 5年度小记者，全年
2 4场活动均免费参加，
如新闻与摄影培训、采摘
节、小报童、手工彩绘、
科普讲座……报名需带
个人有效证件和两张彩
色1寸照片到本报报名。
报名地址:聊城市兴华西
路与向阳路路口西北角
古楼办事处2楼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编辑部，咨询电
话:18663007008。

周周日日小小记记者者来来听听孔孔繁繁森森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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