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民
政局获悉，按照省政府统一部
署，适时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洛阳市机构养育孤儿、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
育标准每人每月将提高100元。

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近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提高我市孤
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的通知》，洛
阳市将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标
准。提高标准后，机构养育孤儿
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从每人
每月10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100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最低养育标准从每人每月60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

新标准自2017年1月1日
起执行。通知下发前已经按照
原标准发放的地方，要按照新
旧标准的差额补发相应的生活
费，于2017年 6月 1日前补发
到位。

孤儿基本生活费主要用于
孤儿食品伙食、衣着被褥、日常
用品、文体教育、医疗康复等方
面的费用支出，任何组织、机
构、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调、
挤占、挪用、骗取补助资金。

据市停车办负责人介绍，
此次停车治理范围主要在城市
区以内，治理内容包含：在城市
道路两侧、公共广场、绿地等公
共场所私圈乱占停车位；未经
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在城市道
路及两侧构筑和设置地锁、锥
筒、栅栏、隔离墩、绳索等，将公
共停车位占为己有，影响城市
形象；未办理正常停车收费手

续，未统一穿着停车收费服装，
未佩戴停车收费培训上岗证人
员在未统一设置停车收费公示
牌的地段或路段停车收费。坚
决打击非法拦车收费行为；未
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在公共
场所和道路及两侧私自施划停
车位；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安排
人员在公共场所和道路两侧强
占停车位；其他违反城市道路

管理规定，擅自设置道路障碍
物的行为。

即日起至26日，是自查自
纠和集中治理阶段。对拒不整
改的单位和个人的各种违法行
为实施顶格处罚，并对违法行
为进行曝光。“曝光后，还将开
展‘回头看’活动，保证停车治
理效果。”该负责人说。

本报讯 昨日是我国第24
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上午9
时，洛阳市卫计委、疾控中心、
盐务主管部门和盐业公司联合
在洛阳市东周王城广场开展

“每天一点碘，健康多一点”宣
传活动。此外，市辖区各县
（市、区）卫计委、疾控中心也在
各地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宣
传活动。

“洛阳地区仍属于碘缺乏
地区。”洛阳市疾控中心地方病
预防控制所所长康建山说，自
然环境的碘缺乏是漫长时期的
环境更替造成的，通常是很难
被纠正的。由于洛阳地区土壤
和水中含碘量低，饮用水和种
的食物含碘量不足以补充人们
每天所需，因此必须另外补碘。

如何科学补碘？康建山说，

海产食品虽比陆产食品含碘丰
富，但也不是很高，况且几乎没
有一个家庭天天吃海鲜。海带、
紫菜含碘量相对较高，但居民的
食用频率和食用量都很低。

“缺碘的典型表现是地方
性甲状腺肿俗称‘肿脖子’。”
康建山说，孕妇和儿童是碘缺
乏病的高危人群，缺碘可导致
流产、死产、先天畸形和新生儿
死亡率增高，同时影响儿童的
智力和体格发育，这也是为什
么人们通常称呼“碘”为“智力
元素”的原因。

据康建山介绍，目前，洛阳
市多数居民仍需坚持食用加碘
盐，但是如果市民患有甲亢、甲
状腺炎或甲状腺癌等疾病的时
候，应食用无碘盐。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王倩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消
防部门获悉，5月12日、14日晚
8至12时，市政府组织治安、法
制、督查、消防等警种和公安派
出所警力，集中开展大规模消
防安全夜查行动。截至目前，
全市共检查单位场所1310家，

发现火灾隐患2327处，整改火
灾隐患 2198 处，临时查封 31
家，责令“三停”12家，行政拘留
18人。

在检查涧西区青岛路地下
人防商业街（AI尚街）时，检查
人员发现场所内部消防设施设
备严重损坏，现场予以临时查
封，面积约1.7万平方米。

据悉，此次排查共抽调治
安、法制、宣传、督查、消防等警
种和派出所民警1008人（次），
编成396个联合检查组，重点
对夜间营业的公共娱乐、商场
市场、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
所进行检查，督促单位加强巡
查检查和值班值守。

日前，由涧西区教育局、区
综治办联合开展的涧西区创建

“平安校园”总结表彰暨安全教
育实验区信息化平台应用操作
培训会在该区东方二小召开。
区教育局梁岚主任、综治办游
乐伟主任及区28所学校分管安
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区综治办游主任对
全区创建“平安校园”情况进行
了总结；东方二小周红丽副校
长针对该校“平安校园”建设情

况进行了经验交流；对荣获“平
安校园”称号的东方二小、天津
路小学等8所学校的安全工作
进行了授牌表彰；最后，区教育
局梁主任对下一步“平安校园”
创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校周副校长表示将一如
既往地通过扎实有效的措施，
把青少年法治教育落到实处，
不断创新理念和方式方法，为
创建“平安校园”继续努力。

□记者 娄元军

河南省人民医院男科中
心、洛阳生殖医院签约合作，并
联合出台我省首部《ADM早泄
手术规范操作标准》，使ADM
早泄诊疗进入有“法”可依的时
代，推动了男科学的革新发
展。省市大医院强强联合，实
现了专家、技术、学术等方面的
互通，这不仅给两院男科专家
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习交流平
台，更为周边早泄、阳痿、前列
腺炎等男科疾病患者带来了福
利，两院强大的男科诊疗实力
推动早泄规范诊疗进程加快。

洛阳生殖医院自建院以
来，就坚持名医战略，缔造了一
支由国内顶尖男科权威专家组
成的男科医疗团队，整合北京、
河南等地的名医资源。近年来

医院先后从北大性学研究中
心、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
院泌尿外科中心等权威学术及
医疗机构邀请了徐天民、马晓
年、姜辉、洪锴等定期来洛会
诊，享誉豫西的陈来敏教授、霍
庆祥教授亲诊，受到了男性科
疾病患者的广泛好评，受到业
界的高度肯定。此次，河南省
人民医院男科中心主任张祥生
教授加盟洛阳生殖医院，进一
步增强了生殖医院专家阵容，
实现了省人民医院男科中心与
洛阳生殖医院专家、技术的强
强联合，使洛阳生殖医院更具
实力。

洛阳生殖医院始终坚持早
泄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相结
合，自2013年从北大性学研究
中心引进ADM脱细胞微创延
时术以来，始终坚持立标准、做

规范、深研究的发展策略，多项
研究课题落户生殖医院，先后
完成《ADM脱细胞延时术治疗
早泄患者3000例》《建立在微
创手术基础上的早泄规范诊疗
新模式研究》等十余个课题项
目，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张祥
生教授受访时指出：“作为洛阳
性功能障碍司法鉴定中心、北
京大学性学研究中心成员单
位，洛阳生殖医院在男科诊疗
及学术研究方面均功力深厚，
数万例ADM早泄手术成功案
例在全省甚至国内都处于领先
地位。这次与河南省人民医院
男科中心联合出台《ADM早泄
手术规范操作标准》，可以说是
洛阳生殖医
院早泄诊疗
实力的又一
次飞跃，该院
堪称早泄诊
疗 业 界 翘
楚。”

公共场所未经批准的地锁、栅栏等要被“整整”了

洛阳对私圈乱占停车位说“不”
□记者 章杰 文图

阅读提示 | 昨日记者从洛阳
市停车办获悉，即日起，洛阳
市将开展私圈乱占停车位专
项治理工作。为确保公共场
不姓“私”，洛阳市政府还发布
《洛阳市私圈乱占停车位专项
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专项治
理这一城市“顽疾”。

公用地方 | 一些姓了“私”

市民小刘最近到九都路与
定鼎路交叉口一写字楼办事，
不成想停车地方被地锁占了。
这让他非常郁闷，因附近停车
场少，停车成了一个难事。

小刘的妻子在唐宫路附近
停车也遇到类似问题。“这些地
锁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

不知经审批没有。忽然跑出一
个人来收费，也不出示相关证
件。”小刘希望相关部门规范管
理一下停车。他认为这种利用
公共场所和道路两侧私圈乱占
停车位破坏了城市形象，损害
公共秩序，侵占了广大群众的
公共利益，影响了城市公共空

间的资源共享。
与小刘有同样想法的市民

并不少，有相当一部分市民都
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地锁”、“隔
离墩”、简易绳索、栅栏等。

目前，市政府发布《洛阳市
私圈乱占停车位专项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治理这一“顽疾”。

停车乱象 | 将被重点治理

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
标准每人每月提高100元
□记者 章杰 通讯员 杜永齐

洛阳市属碘缺乏地区
多数居民补碘仍有必要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梁秀梅

洛阳重拳治理隐患

已查封31家单位、拘留18人

河南省人民医院男科中心、洛阳生殖医院强强联合

实力推动早泄规范诊疗进程

多措并举 筑牢安全防线
涧西区“平安校园”表彰会在东方二小召开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刘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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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写字楼前，这样的地锁随处可见

省市大医院携手，专家、
技术强强联合

生殖医院早泄临床诊疗
是业界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