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以下土地权利证书所载

土地权利已依法注销登记。因
土地权利证书无法收回，根据

《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下列土地权利证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废止。

青国用(2008)第02056号、青
房改国用(2004)第020282号、青
国用(2005)第02168号、青国用
(2005)第02166号、青房改国用
(2004)第020292号、青房改国用
(2004)第020028号、青国用
(2005)第02169号、青国用(2005)
第02165号、青国用(2005)第
02179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
020301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
020267号、青国用(2007)第02156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90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88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0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49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68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60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7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9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0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3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99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42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83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6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6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72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3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302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2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69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4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78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38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43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303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26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79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27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4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44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47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1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304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86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055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81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98
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020264
号、青国用(2007)第02092号、青
国用(2005)第02171号、青国用
(2005)第02159号、青国用(2005)
第02163号、青国用(2005)第
02162号、青房改国用(2004)第
020040号
特此公告。

青州市国土资源局
二0一五年四月九日

在建工程
抵押公告
青州市国泰置业有限

公司拟将该公司开发的“国
泰家园”项目的部分房屋办
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银行
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抵押期限1年。
该项目座落于青州市昭德
北路3360号，抵押楼幢单元
及楼层具体明细如下：
国泰家园：

14号楼(1-101~4-502)，
14号楼附属房(1-40)号储
藏室；

20号楼(1-101~3-502)，
20号楼附属房(1-33)号储
藏室；

以上房屋全部抵押。其
中主房共计：70套，储藏室
共 计 ：7 3 套 ，抵 押 面 积
8717.72平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房屋已
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造
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告，
如对此抵押有异议，请自公
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局办
事中心登记审核科提出书
面异议，如经审查异议不成
立或无异议我局将予以受
理。
联系电话：18866187121
联系人：陈进

青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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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缓缓开开局局，，一一季季度度GGDDPP增增66%%
实现900 . 39亿元，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

一季度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贷款余额稳定增加，3月末，存款余额
达3732 . 62亿元，较年初增加163 . 02亿
元，贷款余额达2556 . 40亿元，较年初
增加65 . 88亿元。金融存贷比为68 . 5%，
较年初下降0 .8个百分点。企业贷款保
持增长，3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
1910 . 42亿元，比年初增加52 . 46亿元，
同比多增4 . 61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
款714 .36亿元，较年初增加24 .99亿元。

金融秩序稳定

企业贷款增加

汽车、家电消费热度不减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完成453 . 73亿元，同比增长
10 . 0%。其中限额以上批零住餐
(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
业)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186 . 88
亿元，同比增长3 . 8%。与上年同
期相比，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幅回落2 . 3个百分点，但增势仍
相对平稳。从分类别重点商品的
零售额情况看，消费热点不突
出，日用品、煤炭、石油制品类消

费出现下降，建筑装潢材料、机
电产品设备、汽车、家电保持了
增 长 ，增 幅 分 别 为 1 3 . 7 % 、
16 . 1%、4 . 7%和11 . 1%。

全市一季度出口增长压力
加大，进出口总额16 . 9亿美元，
同比下降26 . 4%。其中出口12 . 5
亿美元，同比仅增0 . 2%，增幅同
比回落2 . 1个百分点。石化、轻工
产品增势由正转负，分别同比下
降0 . 4%和12 . 8%。

声 明
汉庭(天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淄博柳泉路分公司 发票代码：
237031400110发票号：02338705，
02338709，02338711，02338716四张
声明作废。

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淄博分
公司 发票代码237031400110 发
票号码02343062特此声明作废。

现有办公楼一栋，2-4层整体出租，面积共500平方米

左右，单独门禁，会议室、财务室等一应俱全。有院子停车

方便，一楼有食堂、厨房、单身宿舍可配套出租，全新装修

适合公司使用。

一楼仓库对外出租，面积共1000平方米左右，全塑胶

地面，带仓库办公室。

另有一楼办公室出租，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全新装

修，全地毯、中央空调。

办公楼及仓库出租

联系电话： 3595000 18753384249
地址：柳泉路272号(火炬大厦以北高新区国税局附近)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起) 一季度，淄
博经济平缓开局，总体稳定。22日，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季度，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 ( G D P )实现
900.39亿元，同比增长6%。

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20.83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

加值为500亿元，增长5.5%，第三产
业增加值379.56亿元，增长6.9%。

据介绍，年初受经济环境偏冷
趋紧、春节放假、企业检修、工业品
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全市工业生
产一度出现下降，到3月份，企业开
工基本恢复正常。规模以上工业生
产保持了总体稳定，但增速同比有

所回落。一季度，全市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 . 7%，增幅较上年同期
回落2 .6个百分点。从行业情况看，
38个行业大类中有24个行业增加
值实现 同 比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63 .2%，较1-2月份降低2 .6个百分
点。从产品产量情况看，全市202种
产品中有95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增长面为46 .1%，较1-2月份降低2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市在经济发展下
行压力不减的困难情况下，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深化实施简政放权，不断释放
市场活力，保增长、促转调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全市经济平缓开局，

总体稳定。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尽

管一季度全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但是结构调整继续稳步推进，转型
升级势头良好。”

据了解，一季度全国GDP增长
7%，我省GDP增长7 .8%，全省经济
增速小幅放缓。

CCPPII涨涨11 .. 22%%，，衣衣着着类类涨涨幅幅最最大大
低于全省水平，物价低位运行，出口压力加大

一季度全市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 . 2%，物价低位运行，消费增势平缓，出口压力不断加大。日前，
全国一季度CPI公布，同比上涨1 . 2%，其中，我省CPI同比上涨1 . 3%。

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 . 2%。分类别看，衣着
类上涨3 . 6%，居住上涨2 . 5%，娱
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1 . 8%，涨幅居前；食品、烟酒、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
健和个人用品有小幅上涨，交通

和通信下降1 . 4%。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继续下

降，环比略有回升。一季度全市工
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下降
8 . 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累计
同比下降11 . 5%，3月份两项价格
环比则分别上升0.1%和0.8%。

衣着居住涨幅居前，交通和通信下降

利好政策频出，但受传导时效和消费信心等影响

房房地地产产业业回回暖暖还还得得再再等等等等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起) 一季度，全
市房地产业投资、开工、销售状
况下降，回暖还得再等等。

据市统计局监测分析，一季
度，淄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98 .25亿元，同比增长14 .4%，增
幅同比回落3.5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完
成37 . 52亿元，同比下降7 . 5%；
房屋新开工面积56 . 86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62 . 1%；商品房销

售额 2 4 . 4 9 亿元，同比下降
43 . 8%。房地产企业拿地意愿
明显降低。一季度全市房地产
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
价款同比分别下降93%和91%。

对此，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分

析表示，虽然国家为稳定住房消
费出台了一系列对房地产行业
利好的政策，但受政策传导时效
和民众消费信心等因素影响，全
市房地产业未见回暖迹象，投
资、开工、销售状况全面下降。

全市财税收入扭转1-2月份的下
降态势，呈现小幅增长。1-3月份，全
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 . 76亿元，
同比增长3 . 11%。一季度，国地税收入
合计完成106 .24亿元，同比增长0 .81%。
二产和工业税收分别增长2 . 58%和
1 . 74%，三产税收则下降3 . 11%，其中房
地产税收下降30 .26%。

房产税收

下降30 . 26%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起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
投资显著增强。一季度，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23 . 8%，装备工业投
资、工业技改投资、现代服务业投资、
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增幅均高于全部
投资增长水平。一季度，全市新登记
注册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60%，新
注册资金同比增长161 . 7%。网购网售
规模不断扩大，全市快递业务量同比
增长57 .34%。

快递业务量

增57 . 34%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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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脐带带血血到到底底是是啥啥,,听听专专家家说说说说
全球冻存脐血数量已超320万份，每年临床应用呈上升趋势

中科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讲座
教授孔祥复：脐带血在医学界的发展
潜能无限，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除
可用以治疗多种血液系统疾病和免
疫系统疾病外，对于治疗脑瘫、脑中
风、小儿自闭症，视神经萎缩、糖尿
病、共济失调等的疾病也有显著效
果，为患者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随着
研究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干
细胞应用于体外复制人体器官之期
不远，届时可造福更多病人。

脐带血有极大

发展潜能

截止到2014年6月的数据表
明，全球脐血库冻存的脐血数量
已经超过320万份。在美国国立
卫生院注册的、与脐带血相关的
临床研究已达937项，既包括血
液系统疾病，也包括非血液系统
疾病。

美国脐带血应用超过6000

例，并每年以1200例的速度增长。
在美国，已有27个州(涵盖81%新

生儿 )通过政府《脐带血教育法
案》，要求医生须向准父母说明
脐带血的作用以及“自存”或“捐
献”的选择。

另外，在政府卫生部门的官
方网站中须向公众说明脐带血
的相关信息。在我们的邻国日
本，脐带血移植数量已超过10000

例。日本的脐带血移植治疗发展
速度惊人，全国50%以上的造血

干细胞移植为脐带血移植。脐带
血移植的数量几乎等同于骨髓
移植的数量，其中成人脐带血移
植的成功率高于无血缘骨髓移
植。欧美国家成人脐带血移植数
量远超儿童。

而在我国，我国脐带血临床
移植数量约在3000例左右。从应
用数据来看，每年的临床应用保
持明显上升趋势。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
我国有 5 0 0万血液病患者正在
等待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且每
年以4万的数字在增长，其中一
半是儿童，每年仅有约0 . 03%的
患者能有幸得到造血干细胞的
治疗。这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每
一份脐带血，无论捐献还是自
存，都可以缓解上述严峻的形
势，都是患者重生的希望。

相比之下，我国在告知准
父母脐带血的重要作用方面做
得有所欠缺。提高社会公众对
脐带血的了解和科普认知迫在
眉睫。目前在我国经国家卫生
计生委批准设立的合法脐血库
有七家，按照国家规划，采取

“一省一库”的原则，分别位于
北京、山东、上海、天津、浙江、
广东及四川。

权威专家上阵，帮您揭开脐带血神秘面纱

储储存存脐脐血血就就是是为为生生命命备备份份

作为医生，我不反对自体存
储脐带血。在治疗时，如果有病
人自身储存的脐带血，我一定会
选择利用其进行治疗。因为自体
脐血的基因和配型完全吻合，不
会出现移植后的移植物抗宿主
反应和排斥现象。

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

中国医学科学院

邱录贵：

首先我们要肯定，脐带血肯
定是有用的，不管是自己用也好，
还是给别人用，都是有用的!目前，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应用领域已经
很成熟了，除了众所周知的白血
病、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
病外，目前已扩展到脑瘫、截瘫、
帕金森综合征、血管性疾病、风湿
免疫系统疾病等多项疾病，前景
应用非常广泛。

血液病专家

刘开彦：

脐带血移植的特点是配型不
完全相合的人也可以用。脐带血作
为造血干细胞的重要来源，最初主
要用于治疗儿童和成人的血液系
统恶性疾病，比如白血病、淋巴瘤
等，其疗效已经得到公认。随着医
学研究的进展，使用脐带血的领域
也越来越多，现在使用脐带血治疗
糖尿病、新生儿脑瘫、心血管疾病
等相关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因
此，脐血具有非常重要社会意义。

现在可以肯定的说，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肯定是有应用
价值的，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
入，应该说它的价值也会越来
越多的被大家所认识。对于今

后或者对于现在的这个疑问
(是否该为孩子储存脐带血)，
我个人觉得，如果经济情况允
许的条件下，保存自己的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不仅仅对个体

来说是一个储备或者是一个
保障，同样对于有血缘关系的
亲属，或是以后用于公共库捐
赠，都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及
价值！

军事医学科学院 裴雪涛：

脐带血移植在不久的
将来或可取代骨髓，成为治
疗血癌或其他危疾的新方
向，采用传统骨髓移植，通
常需要约两个月或以上作
配对，捐赠者需接受麻醉手
术，或会感到短暂不适及痛
楚 ，捐 赠 者 亦 可 能 随时退
出；如采用脐带血移植，配
对时间大幅减少至数天，合

适的脐带血可由血库中随
时提取使用，不需对捐赠者
进行手术。

在紧急情况下，合适的
脐带血更可少于 2 4小时送
往 移 植 中 心 ，争 取手术时
间，令更多患者受惠。脐带
血捐赠者中潜伏的病毒感
染的机会少于 1 % ，排斥反
应亦较骨髓移植小，可增加

手术的成功机会。
近年脐带血干细胞的

医学应用发展一日千里，使
用脐带血移植的个案不断
上升。过去 1 0年，利用脐带
血作移植的个案增加了 1 0

多倍，数字直迫骨髓移植个
案，这不单为医学研究拓展
了新领域，亦为不少患有危
疾的病人带来一线生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 黎耀基：

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血液中
心、中华医学会上海血液分会委员
孙致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AHSCT)不受供者来源的限制 ,患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且疗效肯定 ,目
前已成为治疗难治性恶性淋巴瘤
(ML)的主要方法。”

脐血移植已成治疗

恶性血液病主要方法

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病科主任医
师黄宁：如果财力能达到，建议每个
人都自存一份脐带血，这种“生命保
险”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脐带
血中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主要用
来救治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股
骨头坏死、免疫缺陷、代谢性疾病等
难治之症，手术成功率高，排斥反应
很小。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尤其
在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上，可以
说功不可没。

建议每个人都

自存一份脐带血

一、招聘名额及要求：
护理岗位50名，要求全日制高中起

点专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或往届毕
业生(毕业3年内，有执业证、二级及以上
综合医院工作经历)，身高160cm以上，五
官端正，身体健康。

二、报名时间：
2015年4月23日至4月26日

三、报名地点：
淄博市第一医院人力资源部(淄博市

博山区中心路17号淄博市第一医院办公
楼222室)

四、报名提交的材料：

毕业证、派遣证、身份证、相关岗位
证书(2015年应届毕业生持毕业生就业推
荐表)原件及复印件。不能现场报名者可
将以上材料发送影印件。

邮箱：zbsdyyyrsk@163 .com

五、笔试、面试时间及地点：
2015年4月28日上午8 :00，职工俱乐

部。

六、工资及福利待遇：
录用人员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

经综合考核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缴纳
五项保险、住房公积金，工资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享受在编职工同等福利待遇。

联系电话：0533—4252411 4119908 淄博市第一医院 人力资源部
2015年4月21日

淄博市第一医院2015年
合同制护理人员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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