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进行鼻腔清洗，减少鼻腔分泌物以及
杨柳絮残留

易感人群在飞絮季节尽量减少外出，外
出戴上密封性较好的口罩

防飞絮过敏小妙招

各地这样治理

关好门窗，有条件可安装室内空气净化
装置，减少杨柳絮在室内的漂浮

不要把衣物、被褥在室外晾晒，以免沾染
花粉

有过敏史的人群可以在平时进行脱敏治
疗，以降低个体对杨柳絮的反应

今年将在重点区域采用更新树种、疏
伐修剪、化学抑花等综合措施治理40
万株杨柳雌株。

要求新建的绿化工程，慎重选用杨柳树、
法桐。确需栽植杨柳树木的，宜选择雄
株，法桐宜选用无球无毛法桐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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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基金

台账民生

民生速递

最是一年春好处，我国北方不少城市

的杨柳飞絮却令春光打了折扣。它常飞入

行人的眼睛、鼻孔，令人不适，极易导致过

敏反应，甚至加重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呼

吸道疾病。同时，杨柳飞絮可遮挡行人、车

辆出行视线从而影响交通安全。它属于易

燃物质，接触明火极易导致火灾发生。

其实，“漫天飞絮”的背后是我国不断

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步伐加

快。但是，无论是推进国土绿化，还是建

设美丽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环境治理

不能摁下葫芦起来瓢。

治理杨柳飞絮，考虑到生态效益和成

本，简单粗暴地对杨柳树雌株一伐了之并不

现实。但标本兼治，却是必须重视的事情。

目前北京等一些城市已经重视对杨柳飞絮

影响的重点区域进行治理。除了用高压水

枪冲洗、疏枝等工作外，为了避免“二次飘

絮”，也及时清理飘落到地面上的飞絮。

日常治理之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的举措也在逐步实施中。后期要坚持进

行源头管控，结合园林绿化工程和树种

更新升级，逐步减少杨柳树雌株的数量，

从而减少飞絮总量。

治理杨柳飞絮，显示出新时代我国

国土绿化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要通过

科学配置树种，营造多树种、多品种、乔

灌草相结合的混交林模式，不断增加园

林绿化树种的多样性，提高物种的丰富

度，实现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杨柳飞絮的烦恼也提示我们国土绿化

需要提高前瞻性。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

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有谋及子孙的科学精神，有

看到未来的长远眼光，让绿色不仅足够多，

也足够好。（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本报讯（记者 樊霞）实行购买服务
后，我省道路交通事故“救命钱”不仅发挥
了积极的救助作用，追偿资金也有了新突
破。截至今年5月5日，河南省道路交通
事故救助基金累计追回金额超过1亿元。

5月6日，记者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获悉了这一数
据。自 2016年 3月省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与中原农险签订购
买服务合同后，有效破解了救助基金管
理中存在的瓶颈制约问题，实现了全省
救助政策全覆盖，基本形成了救助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3年来，全省共使用救
助基金 3.43亿元，累计救助 8030人次，
道路救助基金资金使用量和救助量均位
于全国前列。

“设立道路救助基金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得
到救助。”中原农险有关负责人指出，道
路救助基金出发点是资金垫付，但“垫付”
和“追偿”是救助基金管理工作中的两个
重要环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垫
付后需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才
能保证道路救助基金持续运转。③9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近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我省为减轻企业负担、增
强企业活力再放“大招”，发布了《关于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自今
年5月 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由19%降至16%。

不过，这也使有些职工担心，未来
个人养老待遇会不会打折？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降
低社保费率，社保待遇不会因此降低。

《通知》明确本次降费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

具体来说，5月 1日起，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9%降
至 16%。目前正在实施的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
期至 2020年 4月 30日。失业保险费
率继续执行 1%的总费率。工伤保险
费率根据各地情况执行不同的降费标
准。

缴费基数也是影响企业和个人社
保缴费负担的重要参数。自 5月 1日
起，我省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
口径。在实践中，大多数省份都以上
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为依据，而通常城镇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远低于非私营单位。
如今采取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

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缴费
基数。工资水平较低的职工缴费基数
可相应降低，缴费负担减轻。

很多人担心，社保费率降下来，福
利待遇会打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降低费率、调整
缴费基数后，参保缴费“门槛”下降，有
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
形成企业发展与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
良性循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将 由 目 前 的 19% 降 至
16%，这一政策不设条件，长期安排，
政策力度大，普惠性强，我省将以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为契机，引导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
等及时参保缴费。”该负责人说，基金
盘子大了，福利会更有保障。③5

本月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至16%

你未来的养老金会受影响吗

我省道路救助基金
追偿金额破亿

防控近视要从小抓起

5月 6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夏”，夏邑县会亭镇崔楼村麦田内，
植保无人机正在实施小麦“一喷三
防”作业。对于农民来说，“天上飞”
代替“肩上背”，大大提高了种植效
率，科学又环保。⑨3 王高超 摄

立夏农事忙

中国粮仓迎来“私人订制”卫星
□文/赵聪 图/宿东

4月 25日，从第五届小卫星技术国际交流会上传来
消息，河南省军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与航天东方红卫星
有限公司签署了“河南一号”卫星工程研制采购协议，将
采购一颗微波遥感卫星。

河南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从夏朝至宋
朝，河南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作为
占据了我国粮食产量近十分之一的省份，河南在成为我
国“粮仓”的同时，经济总量长期位于全国前五名。迅速
发展的河南对农业估产、城市管理、旅游规划、草原及林
区普查、历史文物考古等多个领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河南一号”卫星工程由数颗光学遥感卫星、微波遥
感卫星组成，本次采购的是“河南一号”卫星工程的首颗
微波遥感卫星。

卫星采用成熟的CAST3000B平台开展研制。“河南

一号”卫星工程的建设，将为河南省量身打造专属的遥感
卫星系统，灵活高效地提供全方位的遥感数据服务，有效
填补我国民用微波遥感卫星在轨数据空白。

本报讯（记者 曹萍）近日，国家卫健
委发布《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
查结果》，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 53.6%，其中 6 岁儿童为
14.5% ，小 学 生 为 36% ，初 中 生 为
71.6%，高中生为81%。专家表示，防控
近视，一定要从小抓起。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高中生的
近视率最高，而且高三年级学生中高度近
视（近视度数高于 600 度）占比高达
21.9%。“高度近视是致盲性眼病之一，患
者一旦突然出现视力减退、视物变形、眼
前有黑影飘动等异样，应尽早到医院检
查。”5月6日，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
与小儿眼科二病区主任熊凤枝对记者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部分近视
的源头在小学阶段。此次公布数据显
示，小学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快
速增长，从一年级的 15.7%增长到六年
级的59.0%。“小学阶段的儿童正处于身
体快速发育时期，眼睛随着身体快速发
育，非常容易出现近视且会发展较快，这
个阶段家长要重视对孩子视力的监测。”
熊凤枝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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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飞絮咋治理？
专家认为，根治方法是有计划地去“雌”求“雄”

绿色要足够多
还要足够好有一种“花”，它漫天飞舞，无处不在，

却又容易让人皮肤过敏、呼吸道感染，还

会造成交通事故、火灾。

它就是杨絮。伴随着春日阳光，飞絮

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纷纷扬扬的

飞絮还要持续多久？又该如何防控？对

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常存
涛）5月 5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印
发《河南省明厨亮灶建设规范提升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今年年底
前，全省餐饮服务提供者明厨亮灶覆盖
率要达 65%，以强化督促餐饮服务提供
者公开加工过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
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明厨亮灶主要向消费者公开包括厨
房环境卫生、冷食类食品加工制作、生食
类食品加工制作、烹饪和餐饮具清洗消
毒等重点环节。

此外，我省明厨亮灶提升行动更加侧
重高科技和智慧化。方案建议经营者大
力使用视频技术，借助安装在加工制作场
所的视频设备，保证就餐人员可实时观看
餐饮制作重点环节；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
将采集的视频信息清晰流畅实时上传至
指定网络平台，让广大群众对餐饮食品安
全“可体验、可参与、可监督”。③8

“杨树、柳树，均是雌雄异株，产生飞
絮的是雌株。”周口市无絮杨柳协会会长
刘中山说，我省的飞絮主要来源于杨
树。杨絮爆发，原因是雌株数量太多，几
乎占到了所栽植杨树的90%以上。

而 杨 树 本 身 就 是 我 省 的 当 家 树
种。根据 2018 年全省第九次森林资源
清 查 结 果 ，杨 树 占 全 省 森 林 面 积 的
17.91%、森林蓄积量的 30.31%、林木总
生长量的 45.58%。这还不包含分布在
村旁、宅旁、路旁和水旁的 1亿多株散生

杨树。
不少人有疑问，杨树数量一直都很

多，为何感觉近些年飞絮尤其严重？
据介绍，2002年以来我省开始大规

模种植杨树。一般 10年以后，杨树就到
达生理成熟的年龄。如今，杨树正处于
飞絮的旺盛期。

飞絮增多跟城镇化进程加快也有关
系。刘中山解释，高层建筑不利于杨絮
扩散，越来越多的机动车在硬化路面上
奔跑，会带动飞絮飞舞。

□本报记者 陈慧 曾鸣

为何杨絮成灾

去冬今春造林季，记者在基层走访
发现，一些地方为了治理杨絮，一方面砍
伐杨树，一方面禁栽杨树，令人担忧。

“杨树目前在我省仍具有不可替代
性。”省林业局造林处处长汪万森说，杨
树是速生的高大乔木用材及农田防护林
带的主要树种，成林成材快，生态功能
好，固碳能力强，对于改善平原地区生态
环境、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发挥着巨大的

支撑作用。
杨树因高大、挺拔、速生、窄冠、深根，

防护效益大，是农田防护林的最佳树种。
作为全省的主力树种，杨树在森林覆盖率
和蓄积“双增长”目标中担当“主角”。

在刘中山看来，若杨树被大量采伐
禁栽，不仅会造成生态功能减退、木材紧
张，平原地区也将难看到参天大树，少了
一份绿荫。

盲目“灭杨”不可取

一砍了之行不通，飞絮污染咋控制？
据了解，飞絮治理方法也不少，有注

射抑花剂、花期喷洒黏合剂、高压水枪冲
洗树冠、疏除花枝等等，我省各地也多有
尝试，但这些均治标不治本。

郑州市主城区约有杨柳树雌株 1.2
万棵。2018年，郑州市专门成立杨柳飞
絮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大规模防治
行动。

郑州市园林局规划建设管理处副处
长仝群喜介绍，去年开始推广采用化学
防治法，也就是俗称的打“避孕针”——
在四五月花絮形成期为杨树注射“花芽
抑制剂”，使其少开花结种，当年打，次年
见效。“跟去年相比，减少了 40%~50%
的飞絮量。”

河南省林科院李良厚博士团队成功

研发抑制柳树飞絮技术，同属化学防治。
去年在许昌市26株、西平县32株雌株大
柳树身上注射试验，今年柳絮减少了80%
~90%，效果显著。

不过，一支“避孕针”打下去，成本五
六十元，还需在特定时间注射，药效仅能
维持一年，大规模推广不现实。

刘中山认为，根治杨柳絮，要有计划
地去“雌”求“雄”。目前，全国各地已培育
出多个优良杨树雄性品种，应利用雄性品
种逐步替代现有雌性品种，并加大对杨树
雄株品种繁育推广力度。同时，优化树种
结构，改纯林为混交林，改单层林为复层
林，提高营造林水平。

好消息是，再有一周左右，飘飘荡荡
的杨絮将偃旗息鼓，但愿下一个春天，这
种烦恼会少一点。③4

防控飞絮有啥好办法

年底全省明厨亮灶
覆盖率要达65%

餐饮

插图/周鸿斌 制图/党瑶

（综合自新华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