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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直观感受一致，蓝天白
云的好天持续增加。与去年同
期相比，有15个省辖市细颗粒
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

●● ●● ●●

权威发布 民生速递

高考

热点关注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6日下午是考生看考场
的时间，我省将在各个考点举行入场身份验证和“无声
入场”演练。考生可穿戴合适的衣服，持准考证提前熟
悉考点环境和入场流程。

身份验证的具体程序是：考生在身份验证终端设备
上进行身份证读取、指纹录入和拍照比对“三对照”，拍照
时须脱帽、摘镜，发不遮眉、不盖耳。三次验证均未通过
的考生也别紧张，可先入场考试，工作人员留存其准考
证、身份证，再由视频监考、主考分别进行验证，认定无误
的，考试结束前将身份证、准考证返还考生；无法认定的
考生在当科考试结束后到考务办公室面对面认定。

“无声入场”要求考生不得穿戴有金属物品的服
装、鞋帽、腰带等，不得携带钥匙、硬币、磁卡等铁磁性
物品。因身体原因需要带入的特殊物品（如助听器、胰
岛素注射泵、体内植入的金属材料、心脏起搏器、轮椅、
拐杖等），须由负责该生高考体检的医疗机构出具相关
证明和考区招办出具审核材料，考生入场受检时出示
以上证明材料。

省招办提醒考生，高考入场时如果所穿衣服不符
合“无声入场”要求的也别紧张，各考点已为考生备好
合适的衣服，换上即可参加考试。③9

□本报记者 王平

戴上眼镜就会加重近视的程度吗？儿童和青少年
能配戴隐形眼镜吗？在第 23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
际，省卫计委联合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如何预防儿童和青少年视力等问题做了解答。

●戴眼镜加重近视是误区

戴上眼镜就会加重近视，这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
区。省立眼科医院视光学中心副主任庆惠玲解释，

“眼镜是矫正视力的一种工具，如果近视了不戴眼
镜，看东西就会模糊，眼睛就会下意识地经常眯着去
看外界，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疲劳，长期下去反而加深
近视的度数。”

儿童和青少年能配戴隐形眼镜吗？对于这部分正
处于成长发育期的人群，庆惠玲认为，配戴框架眼镜是
矫正视力最安全、最健康的选择。“隐形眼镜需要通过手
指小心放入来完成配戴，眼角膜会因此受到外界细菌的
感染。更可怕的是，一些不正规网店销售的美瞳，中间
色料层出现脱落掉色，配戴后会引发角膜上皮缺损、眼
红、酸疼、干涩等症状，甚至造成失明等严重后果。”

●应推广建立儿童视觉发育档案

近视已经成为我国儿童和青少年视力受损的首要
原因，也是他们在升学考试、工作就业中专业受限的首
要因素。因此，必须调动政府、学校、家庭、医院和社会
等各方力量，从预防关口入手，进一步探索防控近视的
科学手段。

户外活动是近视眼防控的有效措施之一。专家表
示，儿童和青少年只要每天能够保证一小时的户外活
动，就能有效降低近视的发病率。

由于近视呈现年龄早、进展快、程度深的趋势，省
里眼科医院党总支书记赵东卿建议：“应推广建立儿童
视觉发育档案，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定期开展视力监
测，定期跟踪筛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③7

矫正视力
框架眼镜最安全
少年儿童每天1小时户外活动可降低近视发病率

我省举行身份验证
和“无声入场”演练

6月5日，郑州公交三公司为助力爱心高考活动，专
门配备了助考专用211路公交车，家长可在等待孩子考
试期间在车上休息。图为随车准备的药品和杂志。②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建勋

6月 5日，在河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中心，验配师
正在给一名孩子验配镜。⑨3 李鹏 摄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蒋晓宇

两个月前，南乐出台我省第一个“禁塑
令”，全面禁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这
道关于绿色未来的“算术题”，如今解得如何？

鑫苑市场是南乐县城内最大的农贸市场。
在这里，所有商贩准备的塑料食品袋都印有

“可降解”字样。居民李超晨说，可降解塑料
袋是“新鲜事物”，也帮她养成了新习惯，“之
前用的塑料袋拎回家就扔，也没想过污染的
问题。现在袋子收费，我就记得拎篮子了。”

大型超市也是同样情景。记者观察 15
分钟，20多名顾客中，有 9名顾客选用收费
的可降解塑料袋，其余均自带布袋。

而让李超晨感到“新鲜”的塑料袋，源自
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园。

“禁塑给公司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河南龙都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园区的
一家龙头企业，公司技术总监冒彬说，他们
的可降解塑料制品由玉米及玉米秸秆等生
物基材料生产，在堆肥条件下 6个月内就可
全部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南乐虽是一个“小”县，却打造出国家

级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在这里，10万吨
L-乳酸、5万吨聚乳酸、3万吨秸秆制乳酸等
项目有序坐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与郑
州大学、南京大学合作攻关的秸秆制乳酸等
关键技术，成为产业嬗变的“催化剂”；研发
生产的可降解塑料袋、育秧盘、地膜等产品
远销欧美，如同插上发展的“翅膀”。

“从今年4月至今，南乐县域内已销售可
降解塑料制品6.9吨。”据南乐县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到今年年底，南乐县生物基材
料产能可达 50万吨，比去年增加一倍，将为
禁塑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俺希望样式更多一些，价钱更便宜一
些。”超市里，一位在垃圾袋货架前徘徊的大
妈告诉记者，原来的垃圾袋下架后，她家习惯
使用的背心式垃圾袋也消失了，而且“现在这
一卷垃圾袋是2.9元 10个，之前
同样大小的是2.9元30个”。

“我们公司已使用近 30
万个可降解包装袋，成本

增加3万余元。”南乐县美团负责人申志刚虽
有相似的感受，却持不同的看法，“产业的培
育需要时间，更何况与保护生态环境相比，
付出这些‘成本’也值得。”

“放眼国际，生物基产业链的不同环节
分属不同国家；而在南乐，产业链的完整集
中让南乐具备了国际竞争的实力。”在 6月 5
日南乐县举办的治理白色污染发展生物基
新材料产业论坛上，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
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阮刘文表示，
2017年我国塑料使用量约为 1.1亿吨，其中
七成可被生物基材料替代；南乐生物基材料
产业已完成技术积累，有信心在 5年内把成
本降至接近传统石油基塑料袋的成本，依靠
市场力量“打败”石油基塑料。③9

解开绿色未来“算术题”

如今，在南乐县超市里可降解塑料袋随
处可见。⑨3 刘智松 摄

6月 4日，临颍黄龙湿地保护区，湖水波光粼粼、树木郁郁葱葱。该湿地保护区总占地2500亩，是利用原有大面积窑坑废弃地，依托南水北调蓄水调节池建设的集蓄水、生态、景观、休
闲、文化于一体的综合工程。包括湖心岛、西部湖区、东部湿地、8大功能区等景观，成为当地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理想去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废地变湿地
城市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污染防治是否
见到效果？蓝天碧水就是最好的奖赏。6
月 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公布了今年以来的环境状况。今年以
来，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呈现出竞相发
力、全面推进的新局面。

与公众直观感受一致，蓝天白云的好
天持续增加。截至 5月 31日，今年的大气
质量主要指标实现了“两降一增”。

与去年同期相比，不少省辖市的空气
质量有所改善。全省有 13个省辖市可吸
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下降，其中降幅
较大的有：濮阳 16.3%、安阳 15.2%、郑州

15.1%、洛阳12.0%，平顶山10.7%；有15个
省辖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
其 中 降 幅 较 大 的 有 ：洛 阳 24% 、安 阳
18.7% 、濮 阳 17% 、鹤 壁 16.2% 、郑 州
13.5% 、开 封 12.9% 、新 乡 12.4% 、周 口
12%。

我省按照既定目标全面抓好落实，坚
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以更大决心、空
前力度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促使环
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提高。

今年，我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中狠
抓重点专项治理，陆续开展了扬尘治理月
专项行动、机动车治理百日攻坚行动、餐饮
油烟和监测站点周边环境治理。

一大批大气治理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统计显示，全省已经完成296个工业污染治
理项目，全省新建改造集中供热供暖管网
89.16公里，新建改造热力站 73座，新增供
暖面积完成448.65万平方米。18个省辖市
均已制定重型车辆绕城方案，全省新增新能
源公交车、环卫车1370辆，累计淘汰老旧车
2.74万余辆，已完成60785家餐饮企业的油
烟治理。

水污染防治继续围绕治理工程开展，
黑臭水体治理、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改造、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
治、生态湿地项目建设、加油站防渗改造等
防治工程也正按进度全面推进。

此外，今年我省还正式启动了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全面展开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筹划确立了3个先行区建设和17类试点任
务，全面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排
查。③7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我省月度生态
补偿实施已满一周年，成效怎样？6 月 5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一年来生态补偿汇总结果，支偿得补金
额均超 2亿元。用经济手段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让好的真得利、差的坐不住，所
发挥的引导作用正不断显现。

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 5月，全省各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共支偿城市环境空气
质 量 生 态 补 偿 金 23139.6 万 元 ，得 补
20405.8万元，其中支偿前三名分别为安阳
5785万元、焦作 2831.5万元、郑州 1527万
元，得补前三名分别为信阳 4201万元、南
阳1665元、驻马店1548万元。全省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共支偿水环境质量生态
补偿金 10763 万元，得补 8749 万元，其中
支偿前三名分别为信阳 2610 万元、洛阳
1850万元、郑州910万元，得补前三名分别
为驻马店 970万元、濮阳 600万元、许昌和
周口各520万元。

据介绍，实施月度生态补偿制度后，随
着不断累积的金款，“环境也是成本”的理
念正在变为现实。③7

●大气质量“两降一增”●“好水”增加 ●土壤污染防治展开

今年蓝天会更多
月度生态补偿

好的真得利
差的坐不住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97.7%，
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95.6%的目标

全省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今年我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大气质量主要指标实现“两降一增”
●Ⅰ～Ⅲ类“好水”断面数量达到国家目标

大气质量方面

平均浓度

134微克/立方米

同比

优良天数74天
7天同比

6.9% 同比 9.8%

平均浓度

74微克/立方米

水环境质量方面
今年1-5月，国家94个水污染防治考核断面中

劣Ⅴ类
水质断面 5个
占 5.3%

Ⅰ～Ⅲ类
水质断面55个
占 58.5%

◎Ⅰ～Ⅲ类水质断面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
53.2%的目标

◎劣Ⅴ类水质断面达到国家要求的低于 15.9%
的目标

●南水北调出境水质持续保持Ⅱ类标准，
入库河流水质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文字整理/赵力文 制图/党瑶

全省可吸入细颗粒物
PM2.5

六五环境日

基层民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