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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社会会

在采访中，也有一些市
民向记者反映，冬季衣物在
干洗店清洁后常出现损坏、
变色、有异味的情况。“上个
月，我把去年存放在衣橱里
的一款羽绒服拿到干洗店清
洗，后来拿回家后刚要穿，才
发现衣服内侧出现一个长约

1 0厘米的裂口，由于从干洗
店领取时没有仔细检查，回
到家才发现，最后只能自认
倒霉了！”莱城区书香美域小
区居民郑女士说。

记者从莱芜市消费者协
会了解到，市民在干洗店清洁
衣服后，曾出现过衣物破损、

变色甚至丢失等有关投诉问
题。为此，市消费者协会副秘
书长刘永顺提醒广大市民，在
干洗衣物时要选择规模较大、
信誉较好的正规连锁店，将衣
服送到干洗店前，要检查好衣
物口袋；同时要认真填写洗衣
票据，最好在票据上填写清洗

衣服的特征，尤其像干洗高档
衣物，最好与干洗店签订协
议；在取衣服时，要当场核对
衣物是否出现褪色、染色或者
破损情况，若遭遇纠纷，应保
存好相关证据作为索赔依据，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从而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冬冬天天到到了了，，干干洗洗店店忙忙起起来来了了
本月业务量上涨近1倍，消协提醒：干洗衣物易出现纠纷，票据要填写详细
文/片 本报记者 于鹏飞

冬至刚过，莱芜的气温骤降了五六度，市民纷纷穿上厚厚的羽绒服、棉衣抵御寒气，令大家困
扰的是，这些厚重的衣物该怎么清洗。不少市民选择把羽绒服、棉衣送到干洗店清洁，于是，冬季干
洗行业迎来小高峰。26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内十余家干洗店，发现自12月中旬过后，业务量明显
出现上涨，有的店干洗衣物数量甚至翻番，但价格上基本保持稳定。

26日上午，记者在莱城区
鹏泉大街一家连锁干洗店内看
到，已经清洁好的各式羽绒服、
棉衣、皮草、毛呢大衣晾满衣
架，近六十平米的店面衣服堆
积如山，店内两名员工娴熟地
将干洗后的衣物熨烫、折叠，忙
的时候，店老板也要搭把手。

“这段时间天气降温挺厉害的，
人们纷纷穿上厚厚的羽绒衣、
皮草御寒，但是这种衣物对市
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清理起来
比较困难，有时他们也怕自己
处理不当弄坏衣物后心疼，所
以比较倾向于送往干洗店接受
专业清洁。”店老板吕先生说。
据吕先生介绍，自打进入12月
份，生意日渐红火，每天都能接
到四五十个订单，业务量比上

个月涨了近1倍，“这两天，店内
人员得加班加点赶工，才能及
时将顾客的衣物洗好，即使这
样，顾客也要排队等待，原先只
需两天的时间，现在需要四天
才能处理好。”

在凤城西大街一家本地干
洗“夫妻店”，市民冯女士将小
票交给店老板后，领取了已经
整理好的两件毛呢大衣、1件长
款羽绒服，“冬季衣服又重又
大，清洗起来很不方便，既费时
又费力，往往洗一件就累得气
喘吁吁，拿到附近干洗店清洁
价位蛮合适的，一件长款羽绒
服才25元，风衣也就20多元，对
于咱上班族来说挺合适！”冯女
士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
内干洗店生意受季节影响比
较大，冬春季节是传统旺季，
而夏秋季节生意时好时坏。文
化路一位干洗店店主说：“现
如今干洗行业越来越不好干
了，主要是今年店面房租租金
有所上涨，干洗剂等原材料价
格也提高了，但为了留住店内
的回头客，今年干洗价格仍和
去年一致，这样，只能靠薄利
多销赚取些利润。”

但是，记者在随后调查
的几家连锁干洗店了解到，

这些店价格出现了不同幅度
地上涨，但总体价格仍基本
保持稳定。“毛呢外套、短风
衣的价格为30元，长风衣、羽
绒服价格为 3 9元，羽绒大衣
价格为 4 8元，今年总体价位
比往年涨了两三元。”市区一
位干洗店负责人介绍。这位
负责人还说，一般人流量大
的 黄 金 旺 铺 ，租 金 较 高 ，因
此，干洗店干洗衣物价位就
会高些，像一些连锁店，一般
由总部统一调价，分店无权
擅自提价。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吴会敏 )

为减少出生缺陷所致残疾，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莱芜市
卫生局立足部门职责，严把
婚前、孕前、孕期、产前、产后
五大关口，多管齐下、细化措
施，实现各个环节无缝隙干
预和促进，扎实做好出生缺
陷干预工作。

严把婚前医学检查关。
2012年8月份起正式启动免费
婚前医学检查。市、区三家妇
幼保健机构作为婚检定点机
构，积极开展医学检查及婚育
健康咨询指导工作。截至目
前，全市婚检率达到65 . 1%，比

启动前提高54个百分点。
严把孕前检查关。1-10月

份，共为9520名计划怀孕夫妇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查出
不利于优生的高风险人群592

人 ,均及时给予指导和治疗 ,有
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积极推进农村孕产妇免费补
服叶酸项目，1 - 1 1月份共为
7 2 0 0名农村孕产妇免费发放
34812瓶叶酸。

严把孕期保健关。积极
开展助产技术、产科急救和
新生儿窒息复苏等相关技术
培训，充分发挥“山东省妇幼
保健信息系统”平台作用，实
现保健对象全覆盖。2013年孕

产妇管理建卡8895人，孕产妇
系统管理8139人，系统管理率
达83 . 8%；住院分娩9714人，住
院分娩率 1 0 0%，发放住院分
娩补助6057人。

严把产前筛查关。在市
妇幼保健院设立莱芜市产前
诊断办公室，规范开展了遗
传咨询、优生优育指导、孕中
期产前筛查等产前诊断服务
项目。2013年全市通过抽取孕
妇血液进行产前筛查5199例，
筛检出高风险孕妇220例，阳
性病例中行羊水穿刺进行胎
儿染色体核型分析163例，确
诊21—三体综合征患儿6例。
产前超声筛查4455例，确诊神

经管缺陷17例，先天性脑积水
13例，均行治疗性引产术。

严把新生儿疾病筛查关。
在市妇幼保健院设立莱芜市
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逐步完
善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质量
控制体系及工作运作流程，登
记、采样、样品递送、实验室检
查、听觉测试、追踪回访、风险
评估等技术日益成熟。2013年
全市新生儿疾病筛查9525人，
可疑阳性病例137例，其中确
诊PKU患儿1人，甲状腺功能
低下患儿2人；听力筛查9539

人，向上级医院转诊听力异
常患儿 5 6例，均得到及时治
疗、随访和追踪。

莱莱芜芜做做好好出出生生缺缺陷陷干干预预
2013年全市婚检率达到65 . 1%，新生儿疾病筛查9525人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许敬涛) 26日上午，
在莱芜市莱明路路口处，一辆别克
轿车见到执勤交警后突然原地调
头逆向行驶，民警一看马上通知前
方民警对该车进行拦截，在上游路
口截停后对该车进行检查，细心的
民警发现该车车架号后面几位数
有被改动的痕迹，遂通过警务通上
网查询该号码，该号码和该车型不
相符，现因该车辆有被盗抢嫌疑，
民警将该车移交辖区派出所进一
步调查处理。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赵帅) 今年10月，钢
城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团伙犯罪案
件，7名犯罪嫌疑人在半年的时间
里偷盗27起，涉案4万余元。因案件
涉及两名未成年人小龙、小涛(均
为化名)，钢城区法院采纳了钢城
区检察院“分案办理”的意见，两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各处罚金2万元。
今年6月 ,钢城区检察院受理

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刘某
某等7人盗窃案。经查 ,犯罪嫌疑人
刘某某等伙同不满 1 8周岁的小
龙、小涛预谋盗窃后 ,自2012年下
半年至案发前半年多的时间里 ,在
钢城区盗窃现金、电机、三轮车、
花生油等物品,先后作案27起,涉案
价值4万余元。

由于该案件涉及未成年人与
成年人共同犯罪 ,钢城区检察院实
行分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
方式，钢城区检察院还在公诉科专
门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小组 ,

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

该案提起公诉后 ,钢城区法院
按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规定 ,为两名未成年人被告指定了
律师 ,同时通知两被告人的父亲作
为法定代理人出庭 ,与被告刘某某
等人分案开庭审理。庭审中,公诉人
提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结合两
名未成年被告认罪态度较好 ,其法
定代理人积极退赔被害人损失的
情况,建议法庭酌情从轻处罚,并提
出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最终，钢城区法院审理该案时
采纳了量刑建议 ,一审以盗窃罪分
别判处小龙、小涛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五年,各处罚金2万元。据介绍，今
年以来，钢城区检察院运用“分案
办理”机制共依法办理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5件7人。

不少市民乐意干洗衣物

干洗店业务量涨近1倍

今年干洗价格涨幅不大

经营干洗店有压力

市民干洗衣物时易出现纠纷，消协给市民支招

花园路一家连锁干洗店内摆满了清洗后的衣物。

一家干洗连锁店悬挂洗衣价位表。

车牌改动被识破

涉嫌盗抢被扣留

钢城一犯罪团伙

半年偷盗27次

近日，莱芜市人民医院在万福
园 社 区 开 展 了“ 健 康 饮 食 进 社
区——— 糖尿病饮食指导”活动。

本次活动的内容为向社区糖
尿病患者普及糖尿病防治知识、糖
尿病饮食指导等。通过询问老年人
血压、血糖及每日饮食习惯，根据
老人自身体重和活动量制定一日
参考食谱以及个性化的饮食方案，
免费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患者解
答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困惑。

通过这次活动，提高了社区群
众对糖尿病饮食的认知，使群众认
识到了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马军 杨雯鑫)

市医院医生进社区

指导糖尿病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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