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9 . 30 星期日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日烟台B01-B04版 本版编辑：梁莹莹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走进白血病患儿身边，用
行动让他们感受更多温暖，是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医护人员
共同努力的目标。9月28日，国
庆节即将来临之际，山东省脐
血库关爱血液病儿童系列活动
走进毓璜顶医院儿童血液科病
房，为孩子们讲解国庆知识，送
去精心准备的礼物，给孩子们
带来了别样的欢喜。

28日下午，山东省脐血库
工作人员与烟台毓璜顶医院的
医护人员一起，为儿童血液科
病房9名患儿及家长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手工风铃的制作
课，其中一个患儿为活动吸引，
挂着吊瓶参加活动。孩子们开
心地和家长一起穿线动手制作
风铃，忍不住站起来展示着做

好的风铃，十分开心。
山东脐血库的工作人员早

早到达“彩虹之家”布置活动现
场，“‘十一’欢度国庆”几个鲜
艳的红字和小红旗张贴在墙
上，烘托出节日的气氛，山东省
脐血库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分发
红色小灯笼、小红旗，并讲解了
国庆节的故事和国旗的由来，
孩子们积极参与互动。“国庆节
是祖国妈妈的生日。”一位小朋
友上前画出了五星红旗。

“好久没有这么多孩子凑
在一起了。”毓璜顶医院儿内科
三病区护士长柳晓燕也被活动
现场的热烈气氛感染，和孩子
们一起制作风铃。之后，山东省
脐血库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分
发了脐血宝宝抱枕和手工贴画
作为节日礼物。有三位小患儿
因正在接受治疗而不能参加互
动，山东脐血库工作人员和护

士长到病房为他们送去了节日
礼物，孩子的高兴溢于言表，当
即就把风铃挂在床头，说这样
打针的时候就能看到了。

据悉，2014年，烟台毓璜顶
医院关爱儿童白血病医护公益
组织“彩虹之家”正式成立，秉
承着帮助白血病患儿树立战胜
病魔的信心的宗旨，连续举行
关爱白血病儿童活动，医护人
员及义工每周现场教孩子们画
画、做手工等，丰富孩子们的住
院生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新
的希望。此次，山东省脐血库工
作人员的加入为孩子们带来了
更多温暖与欢乐。

常怀公益之心，奉献医疗
科技，保障人类健康。记者了解
到，2017年底，山东省脐血库与
山东省红十字会共同设立山东
省红十字会脐血库救助基金，
捐赠人民币200万元，主要用于

救助接受脐带血移植或辅助治
疗的贫困家庭的重疾儿童(18周
岁以下)，而为了使更多重疾患
儿得到救助机会，基金更是扩
大了援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
血液病患儿，目前已经有多名
患儿递交了申请，近20名患儿成
功申请到援助款项。今年8月25

日，山东省红十字会脐血库救
助基金烟台站成功启动。烟台
地区本次有17家医院成为山东
省红十字会脐血库救助基金合
作定点医院，山东省脐血库将
与定点医院共同努力，相互配
合，让更多的重疾患儿得到有
效治疗，重获健康和幸福。

山山东东省省脐脐血血库库走走进进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彩彩虹虹之之家家””为为白白血血病病患患儿儿送送温温暖暖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潘辉) 29日，
由烟台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主办，烟台市建设工程质量协
会承办的《商品住宅使用说明
书》《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以
下简称“两书”)示范文本宣贯
培训会在烟台市召开。新版“两
书”示范文本出台，规定自2019
年1月1日起竣工验收的商品住
宅工程，由房地产开发单位严
格按照示范文本，对不同户型
分别编制“两书”，并在办理交
房手续时向业主提供。

会上，“两书”课题研究小
组组长、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执法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刘辉
生介绍了“两书”的编制背景，
同时，就“两书”的具体内容进
行了详细解读，指导房地产开
发企业按照示范文本规范编制

“两书”。
2016年，烟台市在全省率

先规范统一“两书”样式，有效
地提升了企业责任意识，减少
了因权责不清引发的纠纷，得
到了省住建厅的高度认可。
2018年，省住建厅委托烟台市
在原版“两书”的基础上重新修
订编制“两书”样式，拟在全省
推广使用。烟台市质监站成立

“两书”课题研究小组，多次组

织实地调研和专家论证，历时8
个月，新版“两书”于9月7日省
政府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上由
省住建厅正式发布，规定自
2019年1月1日起竣工验收的商
品住宅工程，由房地产开发单
位严格按照示范文本，对不同
户型分别编制“两书”，并在办
理交房手续时向业主提供。

与旧版相比，新版商品住
宅“两书”更突出实用、更具人
性化。旧版“两书”都是按照单
位工程整体编制，信息量大而
驳杂，业主使用起来不够明了，
新版“两书”则按照单位工程、
不同户型分别编制，更具针对

性，让业主一目了然。同时，新
版“两书”增加了给水、采暖、地
漏等使用注意事项及室内结
露、长毛等住宅工程质量常见
问题预防措施，细致详实，更显
人性化。此外，新版“两书”更加
注重用数据和配图说话，示范
文本要求附图应包括房屋全部
的平面图和管线图，用不同颜
色区分剪力墙、填充墙、窗户、
管线等，将会对业主装饰装修、
了解住房情况、解决生活问题
发挥积极作用。

“ 两 书 ”示 范 文 本 的 出
台，对商品住宅交付使用标
准提出了明确要求，倒逼各

方责任主体进一步提高工程
质量。

下一步，烟台市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将房地产开发
企业编制“两书”情况，作为房
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重点内
容实施监督，在办理房屋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房地产
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
时，发现不按规定要求提供

“两书”的，将责令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严
厉查处，全面推动“两书”实施
应用，规范商品住宅工程交付
工作，提高群众对住宅工程质
量的满意度。

明明年年起起，，商商品品房房交交付付启启用用新新““两两书书””
更加注重用数据和配图说话，增加了给水、采暖等使用注意事项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烟佳) 记者
从烟台市物价局获悉，为贯彻
落实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
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
意见》和山东省物价局《关于贯
彻落实发改价格〔2018〕951号文
件推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工作的通知》精神，近日烟
台市物价局批复了《昆嵛山国
家森林公园门票价格改革方
案》《蓬莱阁旅游区门票价格改
革方案》《栖霞景区门票价格改
革方案》《长岛旅游景区门票价
格改革方案》《招虎山景区门票
价格改革方案》，烟台市4A级
以上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从9月
28日起价格普降。

按照改革方案，蓬莱阁旅
游区单门票价格由140元/人·

次，降为120元/人·次。戚继光
故里单票价格仍按现行50元/
人·次价格执行。蓬莱阁旅游区
与戚继光故里联票价格实行

“蓬莱阁+1”模式(蓬莱阁+戚继
光故里)，即蓬莱阁旅游区由每
人次140元，降为120元，降低20
元，降幅14 . 3%；戚继光故里由
每人次50元，降为20元，降低30
元，降幅60%，两个景区联票价
格140元/人·次，综合价格降幅
26 . 3%。“蓬莱阁+1”联票3日内
有效，联票和单票同时销售，游
客可视情自愿选择购买。

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现行
门票价格为：无染寺景区门票
价格为每人次55元；泰礴顶、九
龙池景区门票价格分别为每人
次40元；烟霞洞景区门票价格
为每人次30元；岳姑殿景区门
票价格为每人次10元。在现有

五大景区单独门票价格不变的
基础上，推出两套联票：一是

“泰礴顶、九龙池、烟霞洞、岳姑
殿”四大景区联票。原票价合计
120元/人·次，联票票价100元/
人·次，有效期两天，降价幅度
16 . 7%；二是“无染寺、泰礴顶、
九龙池、烟霞洞、岳姑殿”五大
景区联票。原票价合计175元/
人·次，联票票价140元/人·次，
有效期三天，降价幅度20%。

《栖霞景区门票价格改革
方案》中，单景区门票价格牟氏
庄园由每人次80元降为70元、
太虚宫由每人次6 0元降为5 0
元。以牟氏庄园为依托，把牟氏
庄园、太虚宫、奇石博物馆三个
景点串联起来，推行“1+2”联票
制度，牟氏庄园由每人次80元
降为70元；太虚宫由每人次60
元降为50元；奇石博物馆由每

人次45元降为40元。牟氏庄园、
太虚宫、奇石博物馆三个景点
联票价格为100元，联票和各景
区单独门票同时销售，游客可
以视情况自愿选择购买，门票
实行检票制，每景点限进一次，
门票只要不检票均有效。

《长岛旅游景区门票价格
改革方案》中，九丈崖月牙湾景
点由每人次80元，降为70元，林
海烽山景点门票由每人次8 0
元，降为70元，望夫礁景点门票
由每人次45元，降为35元。仙境
源景点门票由每人次45元，降
为35元。景区联票价格由景区
经营单位按联票价格低于各景
区单门票价格之和的要求自行
确定。

《招虎山景区门票价格改
革方案》中，招虎山景区门票价
格由每人次80元降为70元。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
落实对特殊群体的减免优惠政
策，其中，6周岁(含)以下或身高
1 . 4米(含)以下儿童、老年人、现
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疾
人(重度残疾人包括一名陪护
人员)实行免票优惠；6-18周岁
未成年人、全日制本科及以下
学历学生实行半票优惠；高层
次人才凭“山东惠才卡”进入
3A级(含)以上景区及国家森林
公园实行免票优惠。

此次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调整的目的是让景区回归公
益属性，更好地还景于民、让利
于民，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旅游消费需求。通过价格杠
杆，推动旅游由“小众消费”向

“大众消费”转移，由“景区游”
向“全域游”转变。

烟烟台台44AA级级以以上上国国有有景景区区门门票票价价格格普普降降
蓬莱、昆嵛山、长岛、栖霞、海阳等地景区价格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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