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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以来， 长沙方

泰医院耳鼻喉中心热线电话

每天都响个不停， 学生家长

关注度最高。专家门诊中，鼻

炎、 鼻窦炎青少年患者接踵

而至， 治疗室更是“人满为

患”。 据了解，这些学生患者

大多平日受尽了鼻炎的折

磨， 却因为忙于学业无暇治

疗。趁着放暑假，他们决定要

将鼻炎一次拿下。

暑假补“健康课”更重要

18岁的陈亮就要上高三

了，虽然他年纪不大，却是个

不折不扣的“老鼻炎”。一直以

来，因为学业紧张，都是靠吃

药来缓解症状。最近他的鼻炎

越来越严重，鼻塞、流鼻涕不

说， 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记

忆力更是明显的下降了。小陈

的父母原本打算放假后给他

报几个补习班，但由于鼻炎严

重，没办法正常的学习，就暂

时放弃了暑假补习。父母陪同

他到方泰医院治疗，给鼻子补

“健康课”，以便获得更好的学

习效率。

“像陈亮同学这种情况

临床上并不少见， 家长们或

许认为这不过是小毛病，吃

个药就可以了事。”专家提醒

家长，鼻炎如不及时治疗，容

易出现鼻窦炎、鼻息肉、中耳

炎等并发症， 不但会使孩子

的记忆力下降， 学习成绩退

步， 甚至还会给小孩以后的

生长发育埋下隐患。

三类原因可引发学生鼻炎

“学生患上鼻炎的原因

归纳为三个方面。 ” 专家介

绍。一是普遍原因，感冒未进

行彻底治疗， 延期不愈导致

鼻炎；再就是生活环境上，空

气不流通，螨虫、粉尘等过敏

源刺激引起； 三是具有典型

性，学生升学和就业的压力，

认为鼻炎是小事， 没有及时

治疗，导致鼻炎加重，最终发

展为鼻窦炎甚至鼻息肉。

微创技术最受学生欢迎

暑假期间， 青少年已经

没有学习的负担及压力，是

治疗鼻炎的最好时机；另外，

不少大学生不想把鼻炎带入

校园， 他们希望在假期能将

这烦人的鼻炎治疗好， 让以

后的生活学习更加顺畅。 上

述因素是导致近期学生扎堆

治疗鼻炎的主要原因。

此外， 鼻窦内窥镜技术

和等离子低温消融技术的

高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是吸

引学生患者的一个亮点。 由

于操作安全、简便，效果立

竿见影，治疗的整个过程前

后只需十几分钟，且病人无

需住院和开刀手术，微创技

术满足了尚未发育完全的

青少年鼻炎患者就医的最

大需求。

近日， 长沙方泰医院耳

鼻喉健康热线 0731-8536�

7112 和 专 业 网 站 www.

ftebh.com 已经对外开通，读

者朋友特别是家有鼻炎学生

的家长朋友们， 可以通过上

述途径进行咨询预约， 节假

日不休息。

治好孩子鼻炎 比补课更重要

暑假是学生治鼻炎的好时机

22日河北省平山县发生两起落水死

亡事件，共造成6人溺水身亡。

据平山县有关部门通报，7月22日凌

晨， 平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一位姓赵的

男性报警称：他同6个朋友在王母河滩游泳

时，其中3个朋友落水失踪，要求救助。接报

后，平山县公安局及时向平山县委、县政府

汇报，调动120救护车和医务人员，协调岗

南水库管理局调集打捞队， 并在周围村协

调船只和群众全力开展搜救打捞工作。截

至22日凌晨3时30分， 将落水人员高敏、范

二娟打捞上岸，经抢救无效死亡；6时55分，

将落水人员安剑打捞上岸，已死亡。

经查，2010年7月21日晚，安剑、范二

娟等7人酒后到平山县钢城路王母桥北河

滩游泳。 当时正值岗南水库泄洪期间，水

深流急，安剑、范二娟、高敏3人不慎落入

水中。

在此事处理过程中，岗南水库二次放

水，又造成另一起落水死亡事件，造成3人

溺水身亡。经查，3人均为石家庄华莹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工人。

目前， 平山县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做好善后工作。 ■据新华社

22日9时许，贵州省兴义市

一化工厂原料输送管道在检修

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已确定

造成5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据

了解，接报后，当地迅速组织人

员实施抢险救援。目前，险情已

经排除，伤者已送医院抢救，事

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2日召

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

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

告工作， 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 会议还研究了当前经济形

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

对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

得的成效、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任务、为“十二五”时期发展奠定

较好基础，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

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 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

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宏观经济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提高宏

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努力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着力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着力调整经济

结构，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着力抓

好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势头，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和效益， 确保全面完成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十七届五中全会

10

月召开

补偿标准提高 实施动态调整

最新制订的征地补偿标准，

综合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明

确强调各地每2年至3年调整1次，

而且补偿标准普遍提高， 提高幅

度平均在20%至30%。

按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

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 在国土资

源部指导下， 目前各省区市均已

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

综合地价并陆续公布实施。 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 各地有条件逐步

提高征地补偿水平。 国土资源部

最新发出的通知明确强调： 征地

中要全面实施新标准，并且每2年

至3年调整1次。

新的征地补偿标准测算方

式， 改变了以往按被征耕地具体

地块年产值测算的方式， 其中征

地区片综合地价综合考虑了土地

类型、产值、土地区位，特别是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多方面因

素 ， 补偿标准普遍提高幅度在

20%—30%， 同时强调同地同价

原则，同一区域或区片范围内，执

行同一标准。

用地前要存款 批地后须到户

新的补偿标准首先要求建设

项目将征地补偿费足额列入项目

投资概算， 用地报批前预存征地

补偿款。在用地报批前，用地单位

要将征地补偿费预存到指定账

户， 用地批准后及时支付给农村

集体和农民， 防止出现拖欠征地

补偿费问题。

征地批准后， 市县国土资源

部门要按照确定的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 将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

补偿安置费， 直接支付给农民个

人，不再通过乡、村等环节支付，

防止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问题。

征地要有听证 执行须依法律

征地拆迁要听取农民意见，

对农民提出的合理要求， 必须妥

善予以解决。那么，对“不合理要

求”， 是不是就可以强行征地呢？

绝对不能。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

出，在征地报批前期，当地要依法

履行告知、确认、听证程序，将拟

征地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

途径等， 告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户，听取村组和农户意见。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对征地

中涉及的听证有关问题作出了规

定。征地中，群众有异议、申请听

证的，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组织

听证。对于农民提出的合理要求，

必须妥善予以解决； 对于不合理

要求， 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释

和群众思想疏导工作， 得到群众

理解和支持，绝不允许强行征地。

■据新华社

水库两次泄洪致6人落水丧生

我国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明确拆迁群众“政策护身符”

征地应听证，补偿钱款须到户

全国5个月

108起食物中毒

1月至5月，全国共发生108

起食物中毒事故，中毒2452人，

死亡56人。为预防和控制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 卫生部21日发布

公告， 就食品中毒等进行预警。

这是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发布

的首个食品安全预警公告。

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公

告特别提醒： 集中供餐单位要

重点防范细菌性食物中毒和菜

豆中毒； 家庭聚餐要防范误食

被农药、 鼠药污染的食品和有

毒植物； 熟食卤菜制售者应严

格管理亚硝酸盐。 ■据新华社

22日， 因大连新港输油管

道爆炸事故停输的新大线(新港

至大连石化公司)一线原油管道

管输已经恢复， 正以每天4．5万

吨的输量向大连石化供油。

“长航风采”号油轮22日上

午靠泊大连新港， 这是新港油

品码头在爆炸事故发生后接靠

的第一艘油轮。另外，一度中断

运输的大连金窑铁路22日已恢

复通车运行。 ■据新华社

大连爆炸原油管道

恢复输油

化工厂输送管道爆炸

5人死亡

7月22日13时许，广西柳州市冷风库专用线调车通过道口曲线时，发生油罐车辆

脱轨事故，造成5节油罐车脱轨。由于事故发生在专用线上，不影响其他列车的正常

运行，也无人员伤亡和柴油泄漏。截至17时，铁路救援人员已成功起吊两节车辆，其

余三节脱轨油罐车预计在22日晚全部起吊，恢复正常运行秩序。 新华社图

广西柳州油罐列车脱轨

为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征地工作的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土资源部近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提高征地补偿

标准、补偿直接给农民等做了明确规定。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22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面对征地拆迁，

农民群众要依法利用好这些“政策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