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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 30日讯 记
者佘颖报道：教育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等8部门今日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提出了到 2030 年我国 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
目标。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3 年，
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
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
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
到2030年，实现儿童青少年新发
近视率明显下降、视力健康整体
水平显著提升，6 岁儿童近视率
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
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
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
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实施方案明确了家庭、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政府相关部
门应采取的防控措施。家长要增
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减轻孩
子课外学习负担，保障孩子睡眠
和营养，纠正孩子不良用眼行为，
掌握孩子视力健康状况，发觉其
视力异常时，及时到正规眼科医
疗机构检查；学校要减轻学生学
业负担，严格按照“零起点”正常
教学，教室照明卫生标准达标率
100％，每月调整学生座位，每学
期调整学生课桌椅高度，严格组织全体学生每天上下午
各做1次眼保健操，监督并纠正学生不良读写姿势，确保
中小学生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指导学生科学规范
使用电子产品。按标准配备校医和必要的药械设备，每
学期开展2次视力监测，提高学生主动保护视力的意识
和能力；医疗卫生机构要从2019年起实现0—6岁儿童
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0％以上，建立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县级以上综合医院普遍开展眼
科医疗服务；学生要强化“每个人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意识，主动学习掌握科学用眼护眼等健康知识，养成
健康习惯。

实施方案特别提到，要加大对眼镜和眼镜片的生产、
流通和销售等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虚假违法近视防
控产品广告；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
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
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实施方案强调，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
抓近视防控工作。建立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
议考核制度，核实各地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2019
年起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评议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今
日发布消息表示，财政部商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于29日
拨付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8.1亿元，
支持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和黑龙江农垦等地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用于农业生产救灾以及修复水毁水
利设施等方面，帮助恢复灾区群众生产。其中拨付山东
省2.2亿元用于支持应对台风和暴雨洪涝灾害。

财政部要求有关省份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管好
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快速应对处置灾情，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和
农业生产补损工作。

打 造 中 非 命 运 共 同 体
——访商务部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张建平

本报记者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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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亿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下拨

8 月 28 日，浙江省
长兴县画溪新能源小
镇，浙江超威创元实业
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
间内，最新研发的第三
代高能量、长寿命、高安
全电动汽车用动力型锂
离子电池正式批量化生
产。长兴县是浙江省首
个“纯电动汽车及关键
零部件产业发展基地”，
2017 年全县新能源产
业规上企业完成产值
305.5亿元。

谭云俸摄

8 月 3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及庆祝活动发布会。宁夏回族自治
区主席咸辉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60年来，综合实力不断实现新突破，经济
总量大幅提升。2017年，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达 3453.9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0917 元。按照党中央批复的方案，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活动将于9
月中下旬在银川举办。

60年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咸辉说，自治区成立以来，实现地方财
政收入417.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813
亿元。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所有县市通高速、
所有乡镇通油路、所有行政村通公路，特别
是吴忠至中卫城际铁路、银西高铁、中兰高

铁、包银高铁正在加快建设，宁夏人民期盼
多年的“高铁梦”正在变为现实。

此外，自治区脱贫攻坚成效突出，累
计减贫330万人，其中近5年减贫71.9万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16.9 个百分点。近 5
年，宁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
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增长
26.8%、10%、37.4%、41.4%和23.1%。

“目前，宁夏还有贫困人口23.89万人。
我们已经制定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的实施方案》。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确保与全国同步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咸辉说。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张超超表
示，宁夏回族自治区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不断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宁夏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动
力，不断集聚发展资源。全区坚持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攻克了高效节水、3D 智能
铸造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
应用。2017 年，全区全社会研发经费同
比增长 30.1%，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
别增长39.5%和58.5%，增幅均居西部地
区前列。

此外，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重要支
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聚焦酿酒葡萄、枸
杞、硒砂瓜等特色产业，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和附加值，走精品特色、绿色高效的现
代农业之路，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2%，特色农业比重达到87%。

宁夏还坚持把开放合作作为活力源
泉，借助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平台，推
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
开放领域不断拓宽。2017年，全区进出口
总额341.3亿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总额82.7亿元，占24.2%。

多项活动庆祝发展成就

张超超介绍说，9 月宁夏将举行自
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以及成就展
览，展示 60 年来宁夏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中央代表团将赴宁
夏，对为宁夏解放、改革发展、建设作出
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和老干部、老党员、
老同志以及基层干部群众进行走访慰
问，代表党中央为各族群众送来温暖和
关怀。

张超超说，宁夏各地还将在全区范围
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艺
术、全民健身等群众性活动，并结合中央
安排的专项资金，实施一批群众关心的饮
水安全、生态环保、道路交通、教育医疗等
民生项目，让全区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有信心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把西部这盘棋走活了，西部地区经
济升级了，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将更加扎实。”在国家
发展改革委30日举行的西部大开发专题
发布会上，西部开发司巡视员肖渭明说。

西部主要指标“领跑”全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对全国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肖渭明表
示，西部地区主要指标增速连续多年“领
跑”全国，经济社会平稳向好势头得到了
巩固。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为7.4%，高于全国增速0.6个
百分点。其中，贵州是全国唯一实现两位数
增长的省份，连续7年多保持两位数增长。

目前，西部地区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5.4万公里，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兰渝铁路
等一批重要交通干线相继投入运营，高速
铁路里程达7618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突破 5 万公里；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
114个，占全国半壁江山。

重点工程有序推进

重点工程建设一直是推进西部大开
发的有力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开工
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累计已达152项，投
资总规模 3.75 万亿元，西部地区的基础
设施、民生和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到去年底，152 项重点工程已经完

工 52 项，还有 100 项在建。按照计划安
排，全部项目将在2023年年底完工，届时
西部将新增铁路里程8751公里，新增高
速公路3219公里，新增发电装机1878万
千瓦。”肖渭明说。

肖渭明表示，今年，围绕“一带一路”
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将开工建设一批交通、水利、能
源、生态、民生等重大工程，确保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势头不减弱。

脱贫攻坚寻求更大突破

西部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之一，贫困人口相对较为集中。经过努力，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已从5年前的5086万
减少到如今的1634万，年均减少25.5%。

肖渭明表示，虽然西部地区贫困发生
率已全部降到 10%以下，但贫困人口总
数依然占全国的 53.6%。目前，农村贫困
人口 200 万以上的 7 个省份有 5 个在西
部，中央重点支持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
三州”也全部在西部，脱贫攻坚任务非常
艰巨。

此外，去年以来，祁连山生态破坏事
件给西部开发敲响了警钟，也对正确处
理西部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提出了新的
要求。对此，肖渭明表示，下一步要准确
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精
髓，深入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真正把西部良好的生态环境潜力发挥
出来。

“当前，西部地区尽管面临不少问题，
但仍然是我们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仍然
处于中高速发展的机遇期、窗口期，是全
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未来经
济增长格局中可发挥更大作用。对此，我
们充满信心。”肖渭明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发布会——

西部开发仍处中高速发展机遇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
在北京拉开大幕。商务部研究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所长张建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此次峰会主题，凸
显了在当前新形势下，中非双方进一步凝
聚共识、携手共进，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坚定信念，峰会的举办将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张建平表示，此次峰会主题与中国提
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和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一脉相承。
目前，共有 9 个非洲国家同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另有20多个非洲
国家正与中国开展商签事宜；中非合作在

“五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15年
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中方宣布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在中
非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有效落实。“这些
都证明，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南南合
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了
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张建平说，“打造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非之
间已经构筑起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在新形势下，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
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反映出中非双方共
同的合作意愿与发展需求”。

张建平认为，在对非合作中，中国始终
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

利观。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云突
变，不少能源资源出口导向型的非洲国家
经济遭遇“逆风”，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停止
对非融资。面对非洲遭遇的这些暂时困
境，中国积极伸出援手，一方面鼓励有实力
的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投资，在非洲建成了
一大批具有经济社会效益的旗舰项目，另
一方面也通过减免非洲国家到期的债务、
提升贷款的优惠度等举措为非洲国家纾
困。“通过修路、培训职业技术人才、派遣医
疗队等务实举措，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
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带到非洲，努力帮助非
洲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张建平说，

“这是一种凭借长期的相互信任、相互尊
重、平等合作凝结出来的深厚友谊”。

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
已经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集体对话合作

的重要平台。张建平表示，中非合作论坛
是增进中非双方相互理解，巩固双方友
好、务实合作关系的有效多边机制，是南
南合作的典范，“这一机制对于中非共同
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赢得话语权，
共同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
机制引领下，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积极支
持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也积极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中来。“相信在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将
就这一宏大的主题做出面向未来的重大
方向性指引。中非双方在这个平等开放、
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平台上共同商议、群
策群力，一定会引领中非合作迈向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张建平充满期待地说。

洪灾过后，山东的受灾企业、村庄以不屈不挠、自强
不息的信念为支撑，不等不靠，迅速开展生产自救。

19日下午，连日的强降雨导致青州市山洪暴发。生
产制作山楂制品的金潮来食品公司总经理蒋红喜来到企
业一看，50吨重的地磅都被洪水冲走了……直接经济损
失超过7000万元。300多个员工默默围拢在欲哭无泪
的蒋红喜身边，不离不弃。“不等不靠、生产自救！”冷静下
来后，蒋红喜带领员工们踏上了恢复生产之路。他制订
了“20天恢复生产”计划，倒计时大横幅表明了全厂上下
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决心。公司人事部负责人宋慧娟
介绍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一直都有人在忙碌着，
检修电路、加固建筑、排除隐患。目前，车间内部的淤泥
基本清理完毕，10天后第一个山楂饼生产车间就能恢复
生产。

在清理好车间卫生、完成设备检修调试工作后，山东
超同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赶订单，
一批高端智能装备将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洪灾中，乘风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车间进水，生产设备受损。他们不等
不靠，迅速组织人员开展灾后自救，及时恢复生产，确保
了国内几大汽车主机厂的配件供应……

“排干水、栽上菜苗，这日子就有盼头了。”山东寿
光市纪台镇宋家村村民张生民在洪水过后的第6天，在
政府派来的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下了全村灾后的第
一棵茄子苗。对于以蔬菜种植为主要经济收入的寿光
菜农来说，鲜嫩的菜苗就是他们的心血。“洪水前，菜苗
都长半米多高了，如果不受灾，还有一个月就要收获
了。”赵兴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棚前期施肥要1万
多元，买苗子要三四千元，一茬蔬菜能卖 4 万多元，“这
下全让大水给冲跑了！”赵兴宾苦笑着叹了口气，“算
了，垂头丧气也挽回不了。不如抓紧补苗、尽快恢复生
产，才能尽量减少损失”。

“洪水冲不垮菜乡人民重建家园的意志，眼下，虽
然路难走了一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些，但没有人停止
向前的脚步。”已连续十多天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寿光市
委书记朱兰玺语气坚定地说：“以前，我们有些乡镇地
势低洼，内涝严重，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这场大水
逼迫我们彻底改变。下一步重建家园，不仅是简单恢
复老样子，而是要修建泄洪道、排水渠，提升设施蔬菜
主产区的抗风险能力，让农业生产加快走上高质量发
展之路。”

山东受灾企业、村庄开展生产自救——

压 不 垮 的 重 建 意 志
本报记者 管 斌 王金虎

浙江长兴新能源
产 业 发 展 快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日前从最高

人民检察院获悉：全国检察机关将统
一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专项监督活动，网络餐饮生产经营者
食品加工违法行为及监管部门是否依
法履行职责问题纳入本次重点监督
范围。

根据最高检下发的方案，各级检察
机关将重点开展三方面监督工作：农贸
市场、超市、学校周边等销售有毒有害或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食
品行为及监管部门是否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问题；网络餐饮生产经营者食品加工
违法行为及监管部门是否依法履行职责
问题；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定的违
法行为及监管部门是否依法履行职责
问题。

网络餐饮生产经营违法行为

重 点 监 督 活 动 将 开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