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1月，由中南大学联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发布的

《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显示：

83.2%的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超过 40分钟，其中超过 120分钟的占 53.5%

仅有 45.4%的学生用眼距离大于一尺

一二线城市学生比其他城市学生用

眼距离更近、用眼时间更长，但阅读环

境光照更好、户外活动时间更长

防控近视，各地出实招

浙江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联合八部门，发布《浙江省

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告。

●明确严禁使用 APP布置作业，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中小学取消一切形式的集体文化补课

●大课间、课外体育活动、眼保健操时间均纳入课表，严格按

规定时间组织实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

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福建
本月初，福建省教育厅、卫健委等八部门共同印发

《福建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方案》。

●将学生视力健康纳入学校考核机制，作为学校年终考核、

班级评优评先、班主任与任课老师年度考评的依据

●限定课桌与黑板的前后距离范围，前排课桌前

缘与黑板有 2米以上距离

●要求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达标率达到 100%，

根据学生座位视角、学生视力变化等情况，每月调

整学生座位，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

进行个性化调整（综合自新华社等）

大数据看青少年用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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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高招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2月 18日，
我省 2019年春季招聘会第二阶段营
销人才专场在河南人才市场举行。当
天共有省内外17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
聘，提供岗位8870个，5600余人进场
求职，近2900人达成初步求职意向。

“营销人才历来供需两旺。”省人才
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今年的专场表
现出了新变化。“机电、程序开发、化工、
互联网等专业背景强的企业，通常更希
望找到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营销人员。”
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说，尤其是
随着互联网营销的普及，懂互联网、熟
悉社交媒体的营销人才十分抢手。

本次招聘会上，我省的环保企业
积极参与，入场单位数量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11.22%。多数传统制造业企
业完成了绿色升级，环保类人才成了

“香饽饽”。豫光金铅的人力资源负责
人告诉记者，企业新建了“绿色工厂”，
需要大量环保类人才。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开
展、环保观念的深入人心，环保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传统产业扎堆进行绿色
升级，环保相关的营销、检测等岗位需
求出现小幅增长。但市场上符合要求
的人才相对较少，不少用人单位都表
示，愿意从相关专业中选拔人才来进
行后续培养。

成长性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拿出了
多个岗位招募贤才。西继迅达、汉威电
子、嘉晨电器、全丰生物、多氟多化工等
提供了诸如数据开发、平台架构、检测
检验、化验、新材料研发、数据库建设等
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求职者。③8

春季招聘会营销人才专场举行

环保类人才
成“香饽饽”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 月 18
日，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今年新增香
港恒生大学、东华学院、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学院3所港校面向包括河南在内
的内地19个省市进行试点招生，可在
豫招生港校至此增至15所。

按照计划，香港恒生大学、东华学
院、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将面向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开展招收自费
生试点工作，分别计划在内地招生
150人、50人、50人。

经教育部批准可面向内地招收本
科生的香港地区院校中，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参加内地全国统招
录取，即通过高考本科提前批次招生；
其他院校均为独立招生模式，即根据
考生的高考和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据悉，想上统招录取的2所港校，
考生高考英语成绩至少要达到 120
分。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要求考生报
考的外语语种为英语，自费生的英语
成绩须达 120分或以上，奖学金生的
英语成绩则须达 130分或以上；香港
城市大学要求报考者高考成绩超过一
本线，英语成绩达120分以上，人文社
会科学院考生英语成绩须达125分以
上，法律学及兽医学考生英语成绩须
达135分以上。③8

河南娃上港校
又多仨选择

出行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它长得
像个大号手提箱，能沿着高速公路护
栏“来回跑”，一只摄像头“眼睛”总是
观察着道路情况。一旦有车辆违法驶
入应急车道，还能发出语音警报……

2月 18日，记者从洛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速大队获悉，一种带智能
引导移动模块的电子警察设备——

“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近日在
洛阳辖区内的高速公路正式上岗，所
处点位分别为宁洛高速与二广高速互
通立交附近路段、二广高速白马寺站
附近路段、宁洛高速与连霍高速互通
立交附近路段。

据介绍，该机器人以高速公路现有
的钢护栏为轨道而运行，设备集成自动
抓拍摄像头和上方的360度监控云台，可
自动对应急车道内违法停车、行车行为
进行抓拍，并通过网络自动上传。③9
(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供图）

巡逻执法机器人
上岗洛阳高速

记者走访发现，中小学生寒假扎堆儿看眼科

避开误区“视”界更“睛”彩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曹萍

春节过后，多家医院

眼科及眼科专科医院迎来

了就诊高峰，其中大部分

患者是被近视所困扰的中

小学生。如何正确治疗近

视？近视治疗有哪些常见

误区？2月 18日，记者就

此进行了相关采访。

本报讯（记者 卢松）2月 18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近日我省多地
气温陡降，迎来雨雪天气，各地民政部
门和救助管理机构纷纷启动冬季雨雪
天气应急预案，开展雪天流浪乞讨救
助行动，对临时陷入困境、流落街头的
生活无着人员提供及时有效帮助，确
保受助人员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

全省各地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
构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增设临时救助
点，增派救助专用车辆，增加巡查人
数，加密巡查频次，开展街头主动巡查
救助工作。加强对车站、商场等重点
区域的巡查，对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
人员聚集的重点区域进行排查，耐心
劝导常出现在固定地点的流浪乞讨人
员进入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为不愿
意进入救助管理站的人员发放棉衣、
棉被等御寒物资。同时，免费提供乘
车凭证，积极帮助受助人员返乡；对行
动不便的受助人员，安排车辆护送其
返乡与家人团圆。

据不完全统计，2月 4日至 15日，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街面巡查，出动
1.5万余人次，出动救助车辆6000余辆
次，共救助1050人次，发放过冬物资和
食品折合金额10万元，提供乘车凭证
233人次，护送返乡145人次。③8

又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8 日，
全省大部分地区迎来降雪，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迅速启动战时勤务，确
保群众冰雪天气出行安全。

全省高速交警部门和交通运输部
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采取联合巡逻
方式，加强对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通
过巡逻喊话、警灯警示、警报提示、车
载电子屏提示等方式，引导驾驶人安
全驾驶，适时采取限制车型、限时通
行、间断放行、主线分流、全线封闭等
措施，避免多车相撞事故发生。此外，
我省与邻省高速交警部门建立联动机
制，同时加强与地方交警部门的协作
配合，共同疏导因主线分流造成的车
辆拥堵，确保冰雪天气群众出行平
安。在易发生积雪结冰和拥堵的桥
梁、隧道、互通立交等重点路段，提前
备好应急物资和铲雪清障车辆，出现
降雪天气时，科学调度应急物资和铲
雪车辆，快速进行融雪除冰。③5

●流浪乞讨救助在行动
●高速警方启动战时勤务

闻雪而动
保障先行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何金宏）消费维权热线、劳动维权热
线、价格投诉热线、卫生投诉热线、住
房公积金热线……众多的热线电话
想要记准可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在
漯河，这些各部门的热线号码今后不
用再记了。记者2月 17日获悉，漯河
市已分批次整合对接全市政务服务
热线，今后群众遇到困难，只需要拨
打“12345”这一个号码，就能得到相

关部门及时有效的帮助。
为解决热线号码多、管理分散、

接通率低、办理低效等问题，进一步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去年8月起，漯河
市以 12345 市长热线为基础，采取

“四个一”模式 (一个号码对外、一个

平台受理、一套人马服务、一套机制
运营)，强力推进政务服务热线整合工
作。目前，漯河市已成功整合对接全
市26家政务服务热线，在全省率先建
立了“一个号码管服务”的一体化社
会公共服务平台，除110、119、120等
紧急类热线外，统一由 12345平台全
时段受理群众诉求。同时，通过技术
手段建立了 12345 市长热线与市长
信箱、互联网舆情动态、短信、微信、
微博、手机APP等互通联动的受理渠
道，实现平台间的数据共享。

为确保群众反映事项件件有落

实、事事有回音，漯河市建立了严格
的马上就办工作机制。群众拨打

“12345”的电话，统一由 12345 平台
集中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承办
单位限时回复，并需将办理结果反馈
给当事人。市长热线办公室将按比
率抽查回访，适时督办。

据悉，下一步，漯河市还将综合运
用大数据分析功能，及时对热线各类数
据进行梳理、分析，为各级各部门提供决
策依据，从而将整合升级后的“12345”
建成集咨询救助、建言献策、反映问题等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③6

漯河在全省率先建立一体化社会公共服务平台

26家政务服务热线一个号
基层民生观

A
2 月 18 日上午 8点，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眼科门诊已经挤满了患者，
记者注意到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前
来就诊的。“每年寒假都是眼科就诊高
峰，而节后更是高峰中的高峰，因为过
节期间很多人沉溺于玩手机、看电视，
导致眼睛不舒服。这几天每天眼科门
诊量都在800人左右，以中小学生近视

的为主。”郑州市二院斜视与小儿眼科
二病区主任熊凤枝说。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一项研究报告，目前我国近视患者
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去
年 8月，教育部、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
出台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儿童青少年的视力问题成了“国
家大事”受到社会各方关注。

眼科就诊迎高峰

B 真假近视需认清

对于近视，还是要改变“重治轻
防”观念，经常关注家庭室内照明状
况，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用眼卫生
习惯。“0—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

键期，家长应当积极引导孩子进
行户外活动或体育锻炼，使其

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间
达 60分钟以上，经常远眺

放松，同时要严格控制孩子使用平
板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
河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孙先桃
说，家长平时要多关注孩子视力变
化，看电视眯眼、看书离得特别近、
经常揉眼睛等都是孩子视力下
降的信号，需要及时带孩子
到专业医院就诊。③9

很多家长都知道，孩子出现看不
清黑板等视力下降症状，就要赶快去
配眼镜，但专家提醒，首次配镜前一定
要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14岁以
下、近视不超过 200度、以前没有戴过
眼镜的孩子，可先进行半个月阿托品眼
药水治疗，如果视力恢复正常，那么就
是假性近视，不必着急戴上眼镜，因为
一旦戴上眼镜，假性近视就会发展为
真性近视。”熊凤枝说，在门诊经过治
疗发现是假性近视的孩子不在少数。

如果是真性近视，就要尽快佩戴
眼镜进行视力矫正，但有些家长却对
眼镜有些排斥，认为越戴眼镜近视度

数会越高。“这种认识是误区，青少年
近视度数加深是同眼球发育相关的，
与戴眼镜没有关系，而尽早佩戴眼镜
会提高视觉质量，改善用眼疲劳，延缓
近视的发展。”熊凤枝提醒说。

但是配眼镜是有讲究的，“尤其是
12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到专业眼科进行
扩瞳验光，运用托吡卡胺滴眼液和阿托
品眼膏，去除孩子眼球调节的影响来验
光，更加准确。”因为使用散瞳剂后，孩
子会出现暂时的视力模糊，很多家长担
心对孩子视力有影响，对此熊凤枝说：“一
般 6—8个小时，孩子的瞳孔就会恢复
正常，而且不会对视力造成任何影响。”

C “重治轻防”要改变

寒假期间，温县许多中小学生参加足球培训班，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体能、技能等方面的综
合训练，尽情享受足球的乐趣，快乐健身度假期。⑨6

▲2月17日，足球培训班的小球员在进行头球练习。
◀比赛中拼抢。

足球伴我度寒假
□徐宏星 摄影报道

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