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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贸易部长承诺

促进疫苗及相关产品跨境流动

去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曾因新冠疫
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去年5月14日至6
月1日，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989.98万人；
去年10月12日至10月16日，青岛市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采样超过1078万份；今年1
月6日至1月8日，石家庄市实施第一轮全
员核酸检测共检测1025万人。

在全球范围内，在短时间内开展全
员核酸大筛查的城市并不多。5月 30
日，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宣布将对
1300万民众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这是目
前为止国外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全员核酸
检测。

在这场与病毒的赛跑中，医护人员、社
区志愿者、公安民警等都被紧急动员起来，
广州市民也积极配合，按照指引完成核酸
检测。

在荔湾区立白中心东门核酸采集点，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内科住院医师梁赵
良所在的采样支援队12人分为4小组，2
组负责协助群众扫码登记取采样管，另2
组6人同时进行核酸采样。这样分工，既
提高了采样效率，也减少群众排队的焦虑
和疲惫。

在天河区沙河街道核酸采集点，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廖志新特别留意组织队员换岗，为了避免
护士疲劳作战，采样队每隔2、3小时会进
行一次轮换。
“尽管上午闷热，下午暴雨，但我们的

医护人员状态很好，大家都希望为抗疫出
一份力。”廖志新说。

“小眼镜”危害大
多部门连出“重拳”

“近视眼真正的危害在于，高度近视眼
病理性近视导致的并发症是致残、致盲的
重要因素。”在近日举行的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呵护明亮双眼 共筑光明未
来”——2021首届近视防控主题研讨会
上，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说，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近视眼的致残、致
盲率在所有疾病中排名第一，而小学、中学
是近视眼患病率急剧增高的阶段。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亢泽
峰说，病理性近视可能导致视网膜的变性、
萎缩、脱离，发生白内障、青光眼以及黄斑
出血等并发症。“如果18岁前把近视度数
控制在600度以内，就能有效减少74%的
白内障、67%的青光眼、99%的黄斑病变以
及98%的视网膜脱离等风险。”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
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53.6%，2019年这一数字为50.2%，较
2018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2019
年小幅上升。
2019年，国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纳

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近
日，教育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实施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等八个方
面的专项行动。这是继2018年教育部等8
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后，有关部门又一次针对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问题开展联合行动。

“小眼镜”易戴不易摘
背后原因有多少

保持正确用眼习惯、每天户外活动两小
时、保证充足睡眠……这些近视防控常识虽
然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知晓，但往往执行不
到位。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阅读，正是

现在近视防控的痛点和难点。”亢泽峰说，孩
子学业负担加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近
视发生率高，如何处理好学生近视与考学的
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家长缺乏儿童眼保健知识，也会导致孩

子戴上“小眼镜”。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日发
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问答》，
从宝宝一出生就应该开始做定期的视力筛
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

专家施维说，0至3岁孩子的视力筛查往往
容易被忽略。
“近视防控措施还应当注重个性化、规范

化。”施维说，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是
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但并非对所有孩子适
用。每个孩子的近视成因不同，有的孩子使
用低浓度阿托品没有防控作用却有副作用，
而角膜塑形镜、离焦镜片等也需要规范佩戴。

此外，近视防控还存在一些误区。北京
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院长助理王凯说，并
非度数低就可以不查眼底、不做近视的控
制。“我们强调高度近视眼要防止出现眼部并
发症，但实际上，临床中两三百度出现视网膜
脱落的占比也不低。”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需全员参与常抓不懈

改善环境光，让桌椅、黑板等的高度与学
生身高匹配，督促学生保持良好坐姿和做眼保
健操，监控孩子近距离阅读的时长……学校和
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主阵地”。
“要常抓不懈，更要全员参与。”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认为，学校应把近视防
控提升到与学生考试分数同等重要的程度，
家长也始终不能放松对孩子的正确指导和
监督。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学校教
育、家庭关注，各方面共同落实责任，才能从
根本上遏制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势头。一些
专家指出，目前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
仍有完善空间。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需要社会

各界共同配合。让更多孩子的视力问题得到
及时检测与干预，几天来，北京国视力健康管
理中心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椿树社区，为社区
免费提供视力健康教育，进行视力检查、评
估、建档。同时征集200位弱视儿童，进行免
费服务。北京国视力健康管理中心董事长周
国超表示：“近视防控容易重治轻防，我们要
整合各方资源，填补社会终端健康服务的不
足，通过全过程管理服务，让已有视力不良现
象的学生‘迟近视’‘慢近视’。”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孩子们的视觉

发育档案，会录入孩子详细的屈光状态参数，
但是往往不注意录入家长信息。”施维说，由
于近视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如果在学籍表上
同时填报家长视力信息，就可以把父母都是
600度以上高度近视者的孩子列为重点防控
人群，从而有利于这些孩子的眼健康。

施维认为，近视的监测和随访过程中，数
据收集必须准确，如此才能获取孩子的连续
的视光发育曲线，并根据其个体的特点进行
个性化防控。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形成覆

盖儿童青少年全周期的近视防控体系。”亢泽
峰说，大量病例证明，眼保健操、耳穴压豆、揿
针及许多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有利于近视早
期防控、防止中高度近视发展甚至病理性近
视出现病变。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还建议，利
用数字化智能设备让近视防控筛查便利化，
加快建立乡村中小学电子健康档案，确保数
据完整准确、可追溯、可管理；加强教育培训，
提升基层儿童眼保健医生的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小眼镜”超半数 守好家校防控“主阵地”
了解防控常识更要执行到位 0至3岁孩子视力筛查易被忽略

广州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尽快摸底切断传播链条

英国政府5日在声明中说，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将在本月
举行的峰会呼吁七国集团领导人作出承诺，以实现全球2022
年底以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目标。

七国集团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
日本，英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定于
11日在英国康沃尔郡召开，约翰逊将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近
两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

当前，发达国家大批民众已经接种疫苗，而许多发展中国
家难以获得疫苗。如何确保在全球范围更公平地分配疫苗面
临挑战。公共卫生专家警告，除非发达国家愿意捐赠更多疫
苗，否则新冠病毒将在全球继续传播。

经过两天商讨，七国集团卫生部长同意在疫苗和治疗试
验方面加快合作以应对新冠病毒及今后可能暴发的疫情，共
同努力推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和疫苗接种相互认证。不过，
这次会议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取得突破。七国集团
卫生部长仅重申先前承诺，即致力于经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
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得机制“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
VAX)“尽快”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惠灵顿6月6日电（记者 卢怀谦 郭磊）亚太经
合组织（APEC）成员贸易部长视频会议6日结束。会议发表
多项声明，承诺将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促进疫苗和相关产品
跨境流动，以抗击新冠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

此次会议由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新西兰主
持。与会各方一致认为，贸易在应对疫情影响和促进经济复
苏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主席、新西兰贸易部
长达明·奥康纳指出，在每个人都能免受新冠病毒威胁之前，
没有人是安全的。APEC成员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
半，需通过保持市场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来实现经济繁荣。

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说，APEC成员将在以下领域采取行
动：取消增加疫苗成本的贸易限制以加快疫苗和相关产品的流
动；为海关提供指引，确保疫苗尽快通过港口和机场；消除货运
和物流服务壁垒，支持疫苗和相关产品贸易，助力抗击疫情。

据新华社明斯克6月6日电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
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5日晚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针对欧
盟和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白方已准备好多套应对措施，涉
及外国投资、产品进口及技术替代等。

戈洛夫琴科说，白方准备回击欧盟和美国的制裁压力，为
应对西方制裁采取的一揽子措施已准备就绪。他表示，西方
国家制裁导致白俄罗斯被迫停止进口西方商品和使用西方技
术，白方将寻求其他商品进口渠道，并使用亚洲和俄罗斯技术
替代。西方国家可能会失去白俄罗斯市场，但相关后果的责
任不在白方，而在于西方“没有远见的政客”。

谈到不久前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客机紧急降落在白俄罗
斯一事，戈洛夫琴科说，白方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捍卫自身利
益。白俄罗斯航空部门从一开始就请求各方提供相关数据，
但尚未收到任何回复。白方也希望立即调查此事，但国际民
航组织迄今未开始调查。

美国地质调查局记录显示，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5日
发生小型地震152次，最强烈震级为5.3级。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地震发生在位于加州南部
的卡利帕特里亚，震级在2.5级至5.3级之间。目前没有伤亡
报告。卡利帕特里亚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以北48公里。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卡鲁索说，当地人口稀少。

新华社微特稿

约翰逊盼七国集团作承诺
欲促全球2022年底以前完成疫苗接种

白俄罗斯

应对西方制裁 备好多套措施

美国加州南部

一天发生152次小型地震

全球城市最大规模核酸检测启动
超 万

广州市南沙区、增城区、从
化区、花都区5日宣布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加上此前已经开展
的区域，拥有约1867万常住人
口的超大城市广州，正在组织
全球城市中最大规模的核酸检
测。大规模核酸检测的现场如
何？背后有哪些科技力量支
撑？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此前，广州已经在一些区域进行了全员
核酸检测。荔湾区作为本次疫情防控的重
点，5月26日率先开展全区全员核酸检测。5
月30日，广州进一步扩大全员核酸检测范
围，区域覆盖至越秀区、海珠区全区，以及天
河区、白云区、番禺区的重点区域。

6月4日，番禺区、白云区、黄埔区、天河
区宣布开展全员核酸检测。6月5日，南沙
区、增城区、花都区、从化区分别发布关于开
展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的通告。至此，广
州11区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覆盖全市。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在6月6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5月26日启动核酸大
排查以来，截至6月5日24时，全市累计核酸
采样1608.81万份，共发现阳性33人。

6月5日，广州市新增境内感染者9例，
其中确诊病例6例、境内无症状感染者3例，
均为主动排查发现，其中社区核酸排查发现
3例，密接者排查发现6例，此外还有1例由
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从新增感染病例来看，均是通过密接排

查和社区核酸排查发现。这说明，快速及时
开展大范围人群核酸筛查，是实现尽早发现
感染病例、尽快切断传播链条、尽力掌握防控
主动的有效手段。”陈斌说。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介绍，病
例的平均潜伏期为2至4天，核酸CT值在20
左右，因此也加速了代际传播的速度，造成了
短期内病例数的增加。张周斌认为，面对此
轮疫情，要做到流行病学调查加速，核酸检测
加量，防控措施加码，“三个加”毫不松懈。

据新华社广州6月6日电

如此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给广州这座城
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南沙区常务副区长谢明介绍，为确保及
时发现并精准防控疫情，南沙区6月5日启
动全区全员采样工作，共组织动员医护人员
2809人，动员超过1500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全区设置采集点近200个，全力以赴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

为最大限度方便市民，海珠区 6月 5
日在 18条街道共设置了 163 处核酸采集
点。中山大学新体育馆内设置的核酸检
测点，让学校师生不出校园就可以完成核
酸检测。

科技力量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6月
5日，经连夜建设，仅用10小时建成的15万
单管日通量的华大“火眼”实验室，落地广州
番禺，是目前全国最高日检测通量的单体实
验室。若采用10混1混采技术，每日最高可
检测150万人份核酸样本。

6月1日，广东一家医学检测机构金域医
学运营的“猎鹰号”气膜方舱实验室也搭建完
成，落地广州体育馆进行24小时全天候收样
检测。实验室设置了试剂准备区、样本处理
区、扩增分析区等区域，每仓日检测产能达3
万管，实现随到随检、即采即检。
“加大核酸检测筛查力度，尽快切断传

染链条，这是当前广州抗疫的首要任务，在
广州实验室的统一协调下，我们团结整合各
方面力量，‘猎鹰号’方舱实验室紧急启动，
赋能抗疫，让我们齐心协力，坚决打赢广东
这场疫情防控的硬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说。

与病毒的赛跑
全员应检尽检

依靠强劲组织和科技支撑
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快摸清底数
切断传播链条

据新华社广州6月6日电（记者 吴
涛）广东铁路和交通部门6日发布信息表
示，自7日12时起强化健康码绿码和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查验工作，涉广州和佛山地
区旅客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时间从
72小时缩减为48小时，其他地区72小时。

6月7日12时起，广东省内各车站的旅
客进站乘车需出示绿色健康码和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电子、纸质证明均可）。
广州、佛山市旅客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广东省内其他地区旅客需出
示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6日刚通报出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无
症状感染病例的湛江市也发出通告，从湛
江机场出发，乘坐计划出港时间在6月7日
12时之后的离粤旅客，需出示健康码绿码
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持有广州、佛
山身份证或14天内有广州、佛山行程经历
（到达或途经）的出发离粤旅客需提供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持有省内其他
城市身份证或14天内有省内其他城市行
程经历（到达或途经）的出发离粤旅客需提
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在6月6日18时
前，已购买始发站或终到站为广东省内
车站的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均不收
取退票手续费。办理团体票退票不受开
车前48小时限制。相关联程票可在车
站窗口办理退票，不收退票手续费。

广州佛山地区离粤人员

需持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

每年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从2016年到2019年，连续4年的全国“爱眼日”主题聚焦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小眼镜”越来越多，让无数家长既揪心又无奈。这个关系家庭健康、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怎
么破解？听听专家怎么说。

6月6日，医务人员在上海虹桥火车
站候车大厅为旅客检查眼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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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微讯

据新华社哈尔滨6月6日电（记者 张涛 杨喆）记者从黑
龙江龙煤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矿了解到，该矿
立井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被困8名矿工全部平安升井。

6月6日20时许，滴道盛和煤矿立井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被困8名矿工全部升井，救援工作结束。矿工升井后被送往
医院进行身体检查。6月5日12时07分，黑龙江龙煤矿业集
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矿立井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事故发生时有8人在工作面作业。

黑龙江鸡西煤矿“6·5”事故

被困8人全部平安升井

6月6日，在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
和煤矿立井事故现场，被困矿工获救升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