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4日讯 今日， 长沙市召开上

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暨“两帮两促” 工作会

议。长沙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处

于高位运行， 上半年CPI累计涨幅5.6%，涨

幅同比增加3.7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 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2412.9亿元，增长14.8%。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3475元，增长13.7%，农村居民

人均现金收入8411元， 同比增长16.9%；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0亿元， 增长

17.5%。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5.58%；

新增停车位3800多个。

对于市民反映强烈的食品价格上涨问

题，长沙将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猪肉价格，进

一步完善调控机制，保障市场供应，打击哄

抬物价行为等。 ■记者 曾力力

长沙上半年CPI累计涨幅5.6%

将采取措施稳定猪肉价格

本报7月14日讯 最近一段时

间，长沙不少医院都建议非危重病人

推迟手术时间，原来是血库出现“血

荒”。长沙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长沙的义务献血人员以在校大

学生为主， 大学生放暑假回家后，导

致了血液库存告急。

7月10日是周末，长沙市黄兴路

步行街口的义务献血车前门可罗雀。

长沙血液中心副主任李忠说，现在各

流动献血点日均接待献血者不超过

30人。“去年暑假前血液库存大概

6000袋， 八九月份很快就跌到了

2000袋。”让李忠担忧的是，目前全

市血液库存量虽稳定在3700袋左

右，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很多。“如

果延续去年的降幅，不等暑假结束库

存量将不足2000袋， 跌破最低警戒

线。”

尽管血液中心每天都上街采血，

但还是入不敷出，“每天大约采进

300-400袋， 支出400-500袋。” 李

忠说，目前A型、O型血最为紧缺。根

据血液中心的统计， A型和O型占每

年用血需求总量的70%，“尽管我们

采回的血液中，A型、O型较多，但还

是不够用。”

为应对季节性血荒，长沙血液中

心提前做出对策，进行“团体预约”，

发动政府牵头， 联合街道办事处，组

织各政府机关，以及各工厂、部队等，

号召民众无偿献血。

“目前正在筹建一支献血志愿者

队伍，如建立献血志愿者QQ群等，以

减轻对大学生献血队伍的依赖。”李

忠表示，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献血人

员已经达到十余万人，但这些志愿者

中，有很多都是献一次血后，就没有

再献第二次。为了解决血荒，长沙市

正在建设一支献血志愿者队伍，将通

过QQ群、网络、短信等途径，把这些

献血志愿者组织在一起。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张小婷 徐可薇

又现暑期血荒，长沙拟“团体预约”

献血志愿者，可加QQ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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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4日讯 今晚10时

许，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

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第一批

征求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共公布征

求志愿502个，包括武汉大学、湖南

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在内，通过

征集志愿吸收上线未被录取的考

生。从今日开始，我省高招本一批

第一次投档落选的考生将填报征

求志愿，若考生档案处于“自由可

投”状态，都可抓住机会避免“上线

落选”。

由于设置了五个平行志愿，上

海、广州等城市本一批院校分数线

走高，消化规定投档比例的上线学

生后，没有缺口，北京也仅有北京

理工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少数学

校有缺口。

部分边远省区的高校有一定

缺额， 如新疆大学理工类达到17

个， 石河子大学理工类有86个，东

北林业大学理工类最多，有108个。

省内方面，湘潭大学追加了文

科类5个、理科类22个，湖南大学文

史类1个，理工类2个。

考生今日填报网上志愿后记

得签字确认，本科一批次录取预计

将持续到18日。 ■记者 贺卫玲

本一批公布502个征集志愿计划

上海、广州等城市高校没缺口 省内湖大、湘大共30个名额

本报7月14日讯 在株洲康琪壹佰被打

的本报记者，经湖南省马王堆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左侧颞顶部有头皮挫伤形成，已构成

轻微伤。今日下午，康琪壹佰相关负责人来

到本报，与被打记者及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

并致歉。并表示，对于公司员工钱之天的处

理结果、致歉内容，将以书面形式通报报社。

株洲市政府食品安全办执行协调科相

关负责人也致电本报， 对本报的监督表示

欢迎和支持，对记者被打一事表示歉意，并

责成当地公安部门调查了解情况。 当天上

午，株洲市政府还组织食品、卫生、质检、公

安、工商5个部门召开了有关协调会，表示

将对株洲康琪壹佰产品进行抽样检查。

■记者 张春祥 赵伟

实习生 姚美娟 杨琴 张凤

被打记者轻微伤 康琪壹佰登门致歉

《康琪壹佰，你凭什么这么牛》后续

院校名称 科类 计划数 备注 院校名称 科类 计划数 备注

1108 北京理工大学 文史类 1

1123 北京体育大学 文史类 1

1151 中华女子学院 文史类 2 只招女生

1305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史类 1

1401 太原理工大学 文史类 5

1501 内蒙古大学 文史类 5

2202 延边大学 文史类 9 其中德语专业学费11000元/年

2215 长春理工大学 文史类 2

230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文史类 1

2303 东北农业大学 文史类 3

3213 西交利物浦大学 文史类 3 学费60000元/年

3310 浙江理工大学 文史类 1

3404 合肥工业大学 文史类 4

4104 河南大学 文史类 1

4304 湘潭大学 文史类 5 追加计划

4336 湖南大学 文史类 1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前两年共收费50000元/人，

后两年按国外相应学校学费标准收取

4501 广西大学 文史类 3

4884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文史类 16 学费60000元/年

5301 云南大学 文史类 1

611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史类 1

6113 陕西师范大学 文史类 2

6301 青海大学 文史类 2

6502 石河子大学 文史类 11

1123�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文) 1

1111 北京工业大学 理工类 1

1115� 北京中医药大学 理工类 1

1123� 北京体育大学 理工类 5

1130 中国传媒大学 理工类 1

1305 石家庄铁道大学 理工类 1

1411 中北大学 理工类 16

1501 内蒙古大学 理工类 11

210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理工类 3

2121 沈阳农业大学 理工类 24

2202 延边大学 理工类 20

2204 东北师范大学 理工类 3

追加计划；只招软件工程专业，学费9800元/年

2303 东北农业大学 理工类 12

2305 东北林业大学 理工类 108

2306 东北石油大学 理工类 2

231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理工类 2

2316 哈尔滨医科大学 理工类 2 只招生物信息学专业

3245 扬州大学 理工类 3

4104 河南大学 理工类 8

4201 武汉大学 理工类 7 追加计划；只招护理学专业

4304 湘潭大学 理工类 22 追加计划

4336 湖南大学 理工类 2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前两年共收费50000元/人，

后两年按国外相应学校学费标准收取

4501 广西大学 理工类 2

4884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理工类 14 学费60000元/年

5008 重庆医科大学 理工类 1

5012 重庆邮电大学 理工类 1

5105 四川农业大学 理工类 1

6113 陕西师范大学 理工类 9

6301 青海大学 理工类 34

6402 宁夏大学 理工类 1

6501 新疆大学 理工类 17

6502 石河子大学 理工类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