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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动力医院耳鼻喉科研究发现，神
经性耳聋耳鸣、脑鸣的发生与胸锁乳突肌变
硬压迫颈动脉、颈肩背部肌肉紧张变性致使
血液流速减慢，耳部缺血灶形成，脑白质变性
有关。这些僵硬和压迫是外在的，光吃药和
输液难以消除。

该科采用自主研究的“全息疗法”，全息
针灸理疗与中药相结合治疗耳聋耳鸣和脑
鸣，内外同治，直接针对病变部位治疗，靶向
准确，可很快松解僵硬，消散瘀结，解除对血

管和神经的压迫，使耳部和脑部缺血灶的血
供恢复，神经得以营养，神经节细胞和听觉绒
毛细胞得以修复和恢复功能，从而使鸣响逐
步变小停息，听力提高。很多患者治疗几次
甚至1次就能感觉到耳鸣、脑鸣声音变小。

患者可免费治疗一次以感受其效果和真
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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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疗法治耳聋耳鸣、脑鸣

本报讯(记者宗苗淼 通讯员殷红娟)

11月2日上午，石家庄市区2017年第二批

公共保障房公开摇号分配在石家庄人民

会堂举行。经过此次摇号分配，最终5833

户家庭配租成功。

据悉，此次分配房源共 27 个小区

5842套，分配对象为正在享受租赁补贴的

城镇低收入（含低保）住房困难家庭，通过

资格审核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

本次共受理报名申请家庭 9281 户，

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区级复审，最终有

9198 户家庭符合条件进入配租环节。

其中：城镇低收入（含低保）住房困难

家庭 266 户，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职工8932

户。

保障房配租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和递次配租的原则，对廉租住房保障家

庭采取系统打分、按得分高低摇号分配；

对公共租赁住房实行电脑随机摇号、递次

配租。

为确保分配公平公正，石家庄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别邀请了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部门

工作人员、申请家庭代表以及省会新闻媒

体进行现场监督，并聘请河北燕赵公证处

对分配过程进行全程公证。

据悉，配租环节分两步进行：第一

步，市住房保障部门将全部房源按照

各 区 在 各 个 小 区 申 报 的 比 例 分 配 到

区。第二步，各区住房保障部门结合

个人填报的意向依次将保障房房源分

批次摇号分配到户。

本次分配按照保障家庭的类别不同

分为三个批次进行，即“优先批”“轮候批”

和“普通批”。

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 5833 户家庭

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将在11月3日

的石家庄日报、市住建局官方网站进行公

示，公示期10天。

截至本次分配结束，全市已分配保障

房小区47个，46819套，241万平方米,解决

14万余人的住房问题。

特别提醒：

1.本次配租成功的保障家庭，如放弃

所配租公共保障房或不按期办理入住的，

两年内将不得再次申请。

2. 已入住保障房的家庭要严格遵守

保障房使用规定，保障房不得转租转借，

不得改变用途，一经发现有转租、转借

等违规使用行为，将立即收回住房，取

消住房保障资格，计入住房保障诚信

档案！同时提醒各有意租房的家庭也

要擦亮眼睛，不要贪小便宜去租赁保

障房，防止被骗利益受损。欢迎社会

各界监督和提供出租线索，共同打击违

规使用保障房行为！

市区各级住房保障部门监督电话：
长 安 区 ：86252934、新 华 区 ：

86952339、裕 华 区 ：86578228、桥 西 区 ：

83050274、高新区：85095016

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87820533

本报讯（记者李春炜）企业自动监测数

据出现超标，即进行处罚；如超标4次及以上

的，则企业将被停产整治。11月2日，记者从

市环保局获悉，《石家庄市污染源自动监测数

据超标惩治办法（试行）》现已开始执行。

实施污染源自动监测是监管企业达标

排放的有效手段。为规范污染源自动监测

数据在环境执法中的应用，严厉打击超标排

污行为，市环保部门制定了《污染源自动监

测数据超标惩治办法（试行）》。

该《办法》中明确，污染源自动监测数

据，是指验收合格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所

产生的自动监测数据及其统计数据。污染

源自动监测数据反映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

浓度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均适用本《办法》。

根据《办法》规定，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由环境保护

部门进行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一律移交公

安机关处理。

自动监测数据每半个月统计一次，根据

各排污单位超标情节，实施以下惩治措施：

超标1次的，进行处罚、警告；超标2次的，进

行处罚、约谈；超标3次的，实行限产50%、处

罚、媒体曝光；超标 4 次及以上的，进行处

罚、停产整治、媒体曝光。

同时，对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记入

企业环境不良信用记录。根据各排污单位

超标情节，警告、约谈、曝光、限停产整治等

惩治措施可合并使用。

但《办法》中也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不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污染防治设施启

动、检修、维护、调试，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大

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但排污单位已及时报告当地环保主管部门，

经同意后，排污单位按要求开展污染防治工

作、及时恢复达标排放，且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

同时还包括：自动监测设备因日常校准

维护、性能测试等，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大于

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并做

好标识和处理的；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因故

障、数据传输，开、停炉的氧含量波动等原

因，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大于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值，且按照有关规定报

告环保主管部门，经查实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的。

本报讯（记者王萌）来自石家庄市公

交总公司的消息，为缓解联盟路交通压

力，降低公交重叠运营系数，公交78路于

11月4日撤出市庄路以北路段运营。终点

站由金柏林调整为北站。方案如下：

1.起止点：始发站西二环新石中路口

不变，终点站由金柏林调整为北站

2.调前途经街道：西二环、新石中路、

维明大街、宁安路、水源街、和平路、泰华

街、联盟路、中华大街、高柱路、高东街、滨

华路、泰华街返回。

3.调后途经街道：西二环、育新路、城

角街、新石中路、维明大街、宁安路、水源

街、和平路、红军大街、市庄路、泰华街、和

平路返回

4.站位设置：西二环新石中路、玉村、

育新路西口、玉龙小区、玉成小区、紫阁小

区、友谊新石中路口、四建小区、祥龙泰、

育星幼儿园、春江花月、西三教西口、恒大

华府、维明水湾、六中、省三院、维明中山

路口、市二院、颐园宾馆、维明兴凯路口、

维明大街北口、省医院、红军街南口（下

行）、外贸小区（下行）、北站、省医院（上

行）。

5.运营参数：首车 6：00，末车 20:30；

配置15部燃气空调车，平均发车间隔10—

12分钟。

敬请广大市民留意。

本报讯（记者任利）记者从辛集市了

解到，近日，一名重型货车司机因为带泥

上路污染路面被当地城管部门重罚，处罚

金额为22950元。

10日21号上午，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执法人员在辛中路北段巡查时，发现

有重型货车在运输中污染了城市路面。

执法人员立刻展开调查，通过走访、查找

和调取附近监控，发现该路面污染是因为

一重型自卸货车带泥上路造成的。

执法人员立即通知环卫工人对污染

路面进行清洗，并拍照保存证据，同时与

司机现场核实污染面积为459平方米。北

控出动了3台清扫车，环卫工人用水枪清

洗路面。根据河北省市容和环境卫生条

例，执法人员决定对该司机罚款 22950

元。车主对其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后悔，甘

心接受处罚，并表示今后在运输过程中一

定注意，绝不再带泥带土上路，为环境卫

生尽自己一份力。

本报讯（记者王萌 通讯员张烨）10

月29日，石家庄机场进入冬春航季，伴随

着“双11”的到来，石家庄机场更有大量优

惠机票来袭，为广大旅客选择错峰出行提

供了便利条件。

据了解，每年的10月份伴随着“国庆”

假期的出行高峰，航空旅客逐渐趋于平

稳，在每年航班时刻冬春换季之时是机票

价格比较优惠的时期，也是旅客选择错峰

出行的最好时机，不仅降低了成本，也赶

上了部分旅游城市最美的风景。

为让更多航空旅客享受到石家庄机

场高效、便捷的航空服务，石家庄机场借

着“双 11”的东风推出百元系列优惠机

票。其中石家庄至呼和浩特机票价格仅

50 元起，石家庄至青岛、沈阳、扬州、徐

州、淮安、盐城均为 100 元起，石家庄至

烟台、哈尔滨、银川、兰州、长春均为 150

元起，石家庄至南昌、武当山（十堰）、南

京 180 元起，石家庄至宁波、乌海 200 元

起，石家庄至西安、宜昌 220 元起，石家

庄至杭州、上海、福州、大连 260 元起，石

家庄至厦门、绵阳 300 元起，石家庄至连

云港、珠海、牡丹江 320 元起，石家庄至

重庆、深圳、丽江、成都 360 元起，石家庄

至营口、凯里、南宁、乌鲁木齐、泉州 400

元起，石家庄至广州 450 元起，石家庄至

昆明、贵阳 480 元起，石家庄至北海 720

元起，石家庄至桂林 830 元起，石家庄至

海口、博鳌900 元起。

此外，本次换季后，石家庄机场省内

航线网络更完善，石家庄至张家口航班每

日最高达到 5 班，机票低至 70 元起；石家

庄至承德航班每日最高达4班，机票低至

110元起；石家庄至秦皇岛航班每日1班，

机票低至170元起。

日前，石家庄市西里小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在西里小区富华园门前的广

场上给老人们免费测量血压和检测血糖。为了让辖区老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该社区卫生服务站安排专人对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免费体检。 记者 耿辉/摄

省会制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惩治办法（试行）》

污染物超标达4次企业要停产整治

明起，公交78路调整

重型货车带泥上路污染路面被罚2万余元

2017年第二批公共保障房公开摇号分配结束

5833户家庭配租成功

“双11”机场推出大量优惠机票

关爱社区老年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