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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视力不良学生将开设绿色指导通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本市近

六成学生被检出视力不良问题。
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市教委、市卫
计委今后将坚持预防为主， 尤其
是对低龄化视力不良趋势加强精
准干预和科学研究， 进行分级分
类管理， 对有视力问题的孩子指
导家长去医院进行科学矫治，尤
其是将为低龄视力不良学生开设
绿色指导通道。

据了解， 本市将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纳入区政府绩效考核，全
面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工程。相
关部门创新开展了科普专家进校
园、视力不良分级警示与管理、防
近视控肥胖专项行动、“营” 在校
园———中小学校平衡膳食健康促
进行动、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校
园等工作，并鼓励学校自主创新，
共同促进青少年健康水平提升。
2017年，全市1-6岁儿童听力筛查
覆盖率达97.2%，4-6岁儿童眼保
健覆盖率达99.3%，3-6岁儿童口
腔保健覆盖率达99.2%。

2016-2017学年度，北京市中
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58.6%，

与2015-2016年度持平，中小学生
视力不良的问题依然存在， 并呈
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市教委巡视
员王定东认为， 学生视力不良率
成因复杂，需要政府主导，全社会
参与进来。 市卫计委发言人高小
俊表示，提高健康素养、每天运动
一小时、做好眼保健操、保持正确
的阅读书写姿势、 增加营养摄入
等，都是得当的防控措施。

近年来，本市全面普及《中小
学新版眼保健操》，推广《家庭护
眼按摩操》， 投入1.1亿元完成对
全市1278所中小学、35058间教室
及黑板照明的标准化改造； 每年
免费开展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加
强视力健康水平监测； 建立学生
视力问题台账和监测档案； 动员
家长陪伴学生每天一起进行0.5
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或运动锻
炼，定期自测身高、体重、视力变
化； 针对全市学生视力不良分布
情况积累数据， 指导各区有针对
性地开展防控； 依托北京体育大
学专家开展形体健康教育研究，
指导学校通过“三个10分钟（正确

的坐、站、走各10分钟）”，尝试破
解中小学生体质下降、 视力低下
率居高不下的难题。

目前， 本市中小学均开展了
视力监测，并向家长反馈结果，其
中特别要求一年级的家长带着有
视力问题的孩子去医院进行专业
化检查。同时，形体健康教育已经
在部分中小学试行， 促进了学生
日常学习生活姿态的改善， 学生
的近视和肥胖率出现双降， 下一
步将在全市逐步推广。

统计显示 ， 2017年 ， 全市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64‰， 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 沙眼检出率为
0.07%， 同比下降12.5%； 6-17岁
男生和女生身高较2016年平均增
长0.17厘米和0.08厘米 ， 17岁年
龄组男 、 女生平均身高分别为
175.7厘米和163.2厘米 ， 城乡学
生身高差距持续缩小； 幼儿园、
中小学校传染病暴发疫情处置及
时率和规范处置率均达 100% ，
中小学校内由流感导致的聚集暴
发疫情明显减少； 无烟学校覆盖
率均达100%。

【本市】03新闻２０18年 6月 14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记者 边磊）昨天，一
辆大货车在延庆刘干路侧翻阻隔
道路， 道路养护职工发现后立即
组织抢险疏通，8小时恢复通车。

当天10时， 北京市政路桥养
护集团瑞通十处巡查队员巡查至
延庆刘干路K12+100路段时 ，发
现 一 辆 拉 石 子 的 重 型 货 车 在
K12+100弯道处因避让对面来
车， 发生车辆侧滑， 车厢掉下路
基，车辆横在道路上，造成双向交
通中断，未造成人员伤亡。养护集
团瑞通十处抢险队得知消息后 ，
迅速出动抢险人员13人，工程车4
台前往现场抢险。到达现场后，抢

险队员首先码放安全标识隔离现
场，并维护车祸现场秩序。同时安
排人员在刘干路起点和终点处设
置警示标志， 安排抢险人员进行
车辆导行， 将过往车辆导行至昌
赤路。18时左右，道路恢复通行。

大货车侧翻断路 养护工抢险保畅通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 在近期全
市开展的“平安行动”中，警方坚
持集群专案打击、网上网下联动，
经缜密侦查、多警协作，历时4天
时间，共抽调20个派出所120余名
精干警力，连续端掉7个网络吸贩
毒团伙，抓获56名涉毒人员，收缴
各类毒品共计1100余克。

据了解， 市公安局禁毒总队
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上贩卖毒

品。 随后， 禁毒总队联合网安总
队， 通过对已掌握的网络线索进
行梳理， 发现有人疑似从事网络
吸贩毒活动。经细致工作，民警逐
步掌握了层级清晰、 指向明确的
涉毒团伙关系网。据此，警方立即
成立由禁毒总队、网安总队、丰台
公安分局等组成的专案组开展侦
查。经连续工作，警方端掉7个网
络吸贩毒团伙， 抓获56名涉毒人
员，收缴各类毒品共计1100余克。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心脏中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成
立 。 心脏中心开辟急诊绿色通
道， 24小时开放， 缩短北京东部
地区以及周边地区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的就诊距离， 保障心血管疾
病患者及时得到救治。

记者从北京胸科医院了解
到， 目前心脏中心的硬件设施完
备， 这使心脏介入手术能够涉及

到多个领域。 在建设布局上， 心
脏中心实现了中心化， 患者进入
心脏中心 ， 可实现从就诊到住
院， 从急诊抢救到导管室救治，
从重症病房到普通病房再到术后
康复等 “一站式” 服务。

“我们的急救抢救通道 ， 从
急诊到导管室的距离只有11米，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内来救治患者。” 北京胸科医院
心脏中心主任张健表示。

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落户副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到
2020年本市将实现康复床位供给
目标，届时每千常住人口拥有0.5
张康复护理床位， 每张康复床位
至少配备医师0.15名、 康复治疗
师0.3名和护士0.3名。昨天，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东城区调
研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情况。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
2017年底 ， 本市常住老年人口

358.2万，占总人口比重16.5%。而
截止到2017年底， 全市康复医院
15家， 开设康复医学科医疗机构
443家，实有床位3856张 。全市共
有护理院、护理站11家，总床位数
584张。另外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的
医疗机构24家，提供床位647张。

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和紧张
的康复护理资源 , 存在明显的矛
盾。为此，本市推动公立医疗机构

向康复功能转型。 从2016年到现
在， 有西城区展览路医院等15家
机构转型。另外，为了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 初步建立康复治疗师培
养和管理机制， 确定了北京博爱
医院等25家三级医院为北京市康
复治疗专业人员培训医院， 承担
本市康复治疗师的业务培训任
务。同时，每年组织在岗康复治疗
师进行培训， 费用全部由市级财

政保障。
目前， 本市开始探索医疗机

构长照病区。2016年，在北京老年
医院建立三级医院首家老年长期
照护示范病区。另外，探索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资源利用， 目前部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开展老年人
长期护理服务。

当天，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
代表还参观了北京隆福医院，深

入了解安宁疗护机构资金投入和
医保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
代表认为， 发展安宁疗护可以减
少患者临终前生理、 心理的双重
痛苦，让他们尊严、体面地逝去，
这既是对患者和家属的尊重，也
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 代表们
建议相关部门在安宁疗护资金投
入模式、 医保支持、 人才队伍建
设、 政策整合等方面探索经验。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东城调研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情况

2020年每千人拥有0.5张康复护理床位

端午假期公交客运量将达2619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据预
测，端午假期即6月16日至18日期
间公交集团客运总量为2619.75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873.25万人
次。为应对节日期间客流高峰，公
交集团预计每日配车1.63万部 ，
每日计划车次13.86万次。

假期期间， 将重点增加市区
内各公园景点、 各商业娱乐地区
和郊区各旅游景区公交线路的运
力。重点做好故宫地区、颐和园、
动物园、 奥林匹克公园等景点周
边和火车站、 长途车站周边的运

输保障工作， 对途经上述路段的
公交车每条线路增配2至3部机动
车，客流高峰时段增发车次。

将增加东直门、 德胜门两大
郊区旅游发车点运力，其中，由德
胜门直达八达岭长城的877路旅
游专线端午节期间单日最多备车
220部，采取满座即发、多车同时
开门上客的调度措施， 预计每日
发车达240余车次。

假期期间，地铁4号线动物园
站每日10时至18时实行甩站通过
措施。地铁封站时段，公交集团将
增发动物园周边公交线路车次，

并在每日13时至18时安排5部备
车，根据动物园地区客流情况，适
时开通衔接动物园至车公庄西站
的公交摆渡专线， 方便市民接驳
地铁6号线、9号线。

此外， 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
行的17条旅游线路将增倍运力。
其中，3条旅游公交线路客流高峰
日配车40部，3条城市观光线最高
配车40部， 2条夜景观光线每日
增发4至6车次， 开往古北水镇 、
慕田峪长城、 天津等6条一日游
线路也将根据客流变化适时增发
车次。

长长城城保保护护志志愿愿者者劝劝阻阻不不文文明明
小伙子，请不要攀爬到墙壁上照相，既不安全也不文明……昨天，

延庆区万里长城保护志愿服务队登上八达岭长城， 开展了长城志愿服
务活动。他们在长城上捡拾垃圾、文明引导，劝阻在长城上刻画等不文
明行为。志愿服务联盟将逐步邀请其他地区的长城保护志愿服务团队，
持续开展长城保护监督等志愿服务工作。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市近六成学生被检出视力不良问题

齐聚社区
话端午

端午节临近，昨天，东城区建
国门街道社区居民、志愿者、辖区
单位代表和部分到社区报到的在
职党员， 齐聚西镇江胡同25号的
“苏州小院”，举办“粽香情浓，同
欢乐”主题活动。 现场，街坊邻里
们围坐一桌， 一边愉快地唠着家
常、“切磋”技艺，一边熟稔地将提
前备好的米、枣、花生等馅料包进
翠绿的粽叶。不一会儿，一个个清
香、 饱满的粽子就整整齐齐地呈
现眼前。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北京警方连续端掉7个网络吸贩毒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