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06【国内】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2019年 11月 6日·星期三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昨天发布， 2018年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15个
省份近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个省份近视率超过50%。

为了扭转青少年近视的趋
势， 2018年8月， 教育部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 将学生视力
健康状况抽查纳入 《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 年度测试抽查复核
项目， 会同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省
份近视率每年下降0.5%或1%的
目标， 并把近视率、 教室照明卫
生标准化建设等作为认定全国义
务 教 育 发 展 基 本 均 衡 和 优 质
均 衡 县的重要内容 ， 将视力作
为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
重点项目。

同时，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
中小学生减负措施 “三十条 ”，
从源头落实近视防控， 规范电子
产品使用； 落实 《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 开展幼儿园 “小学化”
专项治理， 以游戏促使幼儿快乐
成长； 改革高中育人方式， 减轻
过重课业负担； 推动学校科学规
范指导学生使用信息技术产品，
控制使用时长。

此外， 各地教育系统通过深
化教学改革， 推动地方和学校落
实学生每天1小时校内体育活动，
引导学生每天放学后进行1—2小
时户外活动； 带动家长参与； 传
播健康知识； 30所高校增设眼视
光医学等学科和专业等形式， 加
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一
年来取得初步成效。

经核定， 2018年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其中6
岁儿童、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
生近视率分别为14.5%、 36.0%、
71.6%、 81.0%， 15个省份近视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个省份近
视率超过50%。

新华社电 “全国网络交易
监测平台” 5日在浙江正式启动
上线， 这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委
托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开发建设
的， 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在网络监管应用领域的全新
探索实践。

某网店销售标价为1000元的
华为HUAWEI P30 Pro手机， 被
系统通过价格模型监测发现， 系
统进而定向采集售后评论、 退换
货记录、 产品宣传等相关信息，
通过大数据聚合分析判断属于疑
似假冒华为手机。

这是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
在试运行期间发现的典型案例。

据悉， 平台建设包括网络交
易监测系统、 移动和社交监测系
统、 电子证据管理系统、 大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 电商主体信用系
统、 网络交易监管协同平台六大
业务系统， 以及统一应用支撑系
统、 运维管理系统、 安全保障系
统三大辅助系统。

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上线
后 ， 将可逐步实现以下监测功
能： 网络经营主体监测功能。 监
测获取全国主要电商平台网店，
以及移动社交电商、 小程序、 移

动应用等网络经营主体信息， 通
过与总局主体信息库的比对校
验， 判别电商主体的真实合法，
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 该平台具
有网络客体行为监测、 电子数据
存证固证功能。

———网络客体行为监测功
能。 通过开发人工智能违法行为
风控模型， 有效提取违法可疑特
征， 对风险较高的网络违法行为
进行定向监测， 及时发现和锁定
违法风险和涉嫌违法线索。

———电子数据存证固证功
能 。 运用区块链技术对PC端及
移动端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主
体 和 商 品 信 息 进 行 固 定 和 存
证 ， 确 保 监 测 数 据 可 追 溯 、
可证明 、 可信赖 ， 无法篡改 。
此外 ， 平台还能实现分析研判
预警处置、 数据交互协同联动等
功能。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冯水
华表示， 把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域链等最新技术深度
应用在市场监管的前沿领域， 对
提升网络市场的监管能力和风险
预控能力，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体
系建设， 持续优化网络营商环境
具有重大意义。

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启动上线

供供暖暖季季来来临临
南南方方城城市市还还是是““取取暖暖靠靠抖抖””吗吗？？

新华社电 来自全国老龄办
的数据显示， 我国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 而全国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统计
表明 ， 我国养老护理员仅有30
万， 远不能满足需求。 面对养老
护理从业人员的巨大缺口， 我国
政府和学界积极采取措施， 加快
“补短板”。

在日前举行的2019老龄社会
健康管理与人才储备高峰论坛
上，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护理和照护分会主任委员郭桂芳
介绍， 分会开展国家一级继续教
育项目 “老年护理与照护能力培
训班”学分培训，并在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等4个机构设立了学
会的护理与照护教育实践基地。
此外，分会还组建近200人的“讲
师团”队伍，将赴全国多地开展养
老护理和照护支教帮扶活动。

为缓解养老护理人才短缺困
境，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相继出台
相关政策。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围绕
放宽入职条件、 拓宽职业空间、
缩短晋级时间等方面作出重大修
改。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提出， 扩大
老年护理服务队伍， 补齐服务短
板， 到2022年基本满足老年人护
理服务需求； 完善老年健康相关
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以技术技能
价值激励为导向的薪酬分配体
系， 拓宽职业发展前景。

“专业照护人才短缺是构建
养老照护体系的瓶颈性问题 。”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 中国老龄
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认为， 要建立
完善养老服务职业体系， 除了开
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术等级认
定， 还可以设立养老 “照护师”
职业； 同时， 建立完善以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为代表的照护保障制
度， 吸纳更多人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 “比如， 上海开展的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 就逐渐催生了 ‘养
老医疗照护员’ 这个新职业。”

养老护理人员短缺 我国加快“补短板”

近年来， 对于南方也应供暖
的呼声日渐高涨。 中国城镇供热
协会副理事长、 合肥热电集团董
事长方振说， 近几年， 每逢合肥
市两会召开， 就有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提出推进城市集中供暖工
作的建议、 提案。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在启动该市片区集
中供暖设施建设前， 不断有市民
打电话咨询， 希望早日实现集中
供暖。

不过，与此同时，反对南方大
范围集中供暖的声音也不少。

一些城市城建部门负责人认
为，南方每年的供暖周期短，集中
供暖设施利用率低， 北方统一集
中供暖模式不适合南方。 记者随
机采访了合肥市两个暖气管道进
入已有10年左右的小区， 发现仍有

大约30%的业主没有开通暖气。
在部分不开通供暖的业主

中， 有的居民认为， 家里空调可
以随时开关， 费用比集中供暖更
低； 有的则认为所在小区较小，
集中供暖公共分摊费用过多、 不
合理。 另外， 还有一些业主长期
不入住， 没有开通供暖。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
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认
为， 南方室内外温差比北方小，
不同住户之间供暖需求差异大。
如果统一集中供暖， 有些房间可
能会过热， 让人感觉不舒服。 这
是北方供暖宜集中、 南方宜分散
的主要技术原因。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南方采
暖不宜简单照搬北方集中供暖模
式， 应因地制宜以多元化方式解
决。 例如， 在城市人口集中区域
小区内， 适合集中统一供暖。 对

于一些市政集中供暖管道无法到
达的小区， 可以采取分布式能源
集中供暖。 一般而言， 热源厂供
热半径超过15公里后， 供热的经
济效益和效果都会下降。 居住比
较分散或者没有集中供暖管道的
小区， 比较适合使用燃气壁挂炉
等采暖设备。

“南方供暖的技术路线众多，
关键在于提高能效和减少一次能
源消耗。”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 北方
的集中供暖由 于 管 道 距 离 长 、
修 建 年 代 远 等 原 因 ， 管 道 经
常 跑 冒 滴 漏 ； 且 供 暖 以 烧 煤
为 主 ， 导 致 出现供暖效率低 、
环境污染大、 政府补贴多等一系
列问题。 南方集中供暖应避免重
走北方的老路， 充分利用清洁能
源， 提高供暖效率。

据新华社

漫画绘制 朱慧卿

“北方人过冬靠暖气， 南方
人过冬靠一身正气” “你在北方
的暖气里四季如春， 我在南方的
晴空下冻成冰棍” ……随着百姓
生活需求的提高， 近年来， 每到
寒冬， 南方供暖就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

当前， 北方一些城市陆续开
始集中供暖， “新华视点” 记者
调查发现， 在部分南方城市， 冬
天 “取暖靠抖” 的情况已发生明
显变化。 近年来， 武汉、 合肥、
长沙等城市的部分城区， 在冬季
已开始进行集中供暖， 有的城市
则正在规划建设供暖项目。

上世纪50年代， 中国以北纬
33度附近的 “秦岭—淮河 ” 为
界 ， 划分了一条集中供暖分界
线， 分界线北边的城市由政府统
一建设集中供暖系统。 记者调查
发现， 近年来， 在武汉、 合肥、
长沙等 “供暖线 ” 以南部分地
区， 也开始陆续出现集中供暖。

据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
用管理处处长王磊介绍， 目前，
合肥热电集团集中供暖的小区已
达到189个， 小区居民11.5万户，
供热面积2500万平方米， 供热范
围已覆盖合肥市主城区和三大开
发区。

在湖北武汉， 目前武昌地区
的几个靠近热电厂的片区已享受
到了集中供暖。 武汉还将在汉口
西部及汉阳地区各布局一座大型
热电联产机组， 供暖范围可辐射
东西湖区、硚口区和武汉开发区。

江苏扬州加大供热管网建设
力度， 位于瘦西湖景区的凤凰水
岸等多个小区将实现集中供暖。

有的城市集中供暖项目正在
规划建设中。 位于南京市的国家
级新区江北新区正在兴建多个取
水泵站和能源站， 计划2020年初
江北市民中心和服贸大厦等公共
建筑正式集中供暖。 未来几年，

新区中心片区内的部分小区也将
使用江水源热泵集中供暖。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南方
集中供暖地区主要为经济较为发
达的省会城市。 由于老城区铺设
供热管道难度大、 成本高， 集中
供暖以新建城区居多。

据介绍， 安徽省只有合肥市
真正做到了较大范围的集中供
暖 ， 另外6个集中供暖的地市 ，
是通过利用电厂余热对个别小区
进行供暖， 覆盖规模较小。

据了解， 南方地区的集中供
暖规划大多停留在市级层面， 少
有省级政府作出集中供暖规划。

记者调查了解到， 南方集中
供暖的地方， 多数采取根据面积
计费的方式。

在武汉市蓝晶绿洲小区， 记
者了解到， 供暖费按建筑面积计
费， 单价为10元/平方米/月， 按
热量计费单价为0.4元/千瓦时 。
根据测算， 一个家庭一个采暖季
的供暖费用基本在4000元左右。

“这个价格基本上能承受 。”
蓝晶绿洲小区住户黎先生说， 以
前住的老房子没有暖气， 整个冬
天经常晚上盖着厚被子还是被冻
醒， 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还长了冻

疮。 如今全家都感觉舒适多了，
老人、 孩子生病也少了。

合肥按面积阶梯计算取暖
费， 即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内
的， 执行第一阶梯供热价格21.5
元/平方米； 建筑面积144平方米
以上的部分， 执行第二阶梯供热
价格23元/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 武汉、 合肥等
南方城市属于国家非法定集中采
暖区， 没有相关财政补贴、 税收
减免等集中供暖支持政策， 由于
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 一些供热
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目前， 合肥集中供暖能源主
要是煤炭。 近年来， 受煤炭价格
上涨影响， “煤热倒挂” 现象严
重， 给供热企业带来巨大成本压
力。 2018年， 合肥热电集团全年
亏损高达1.55亿元。

武汉很早就开始规划利用武
昌、 青山的热电厂发电产生的余
热， 通过铺设城市热力管网， 对
覆盖范围内的用户集中提供暖气
和热水。 但是， 由于天然气供应
紧张、 燃煤价格上涨， 供热企业
“无利可图”， 当初的供暖规划未
能全部落地。

部部分分南南方方城城市市开开始始集集中中供供暖暖，， 新新建建城城区区是是重重点点

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南南方方供供暖暖因因地地制制宜宜以以多多元元化化方方式式解解决决

按按房房屋屋面面积积收收供供暖暖费费，， 企企业业用用能能成成本本高高企企

教育部最新发布

全国逾半数青少年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