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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杨柳絮有实招
44月份月份，，北方的春天已然是杨柳吐绿北方的春天已然是杨柳吐绿，，恼人的杨恼人的杨

柳絮漫天纷纷柳絮漫天纷纷。。对不少人来说对不少人来说，，这时需要这时需要““全副武全副武
装装””，，稍不注意便会过敏稍不注意便会过敏。。那么那么，，飞絮来袭有无规律飞絮来袭有无规律
可循可循？？又该如何防护又该如何防护？？本期主持人为大家解答本期主持人为大家解答。。

问问：：每年飞絮都什么时候开始飘每年飞絮都什么时候开始飘？？
主持人主持人：：杨柳絮的飘飞时间与气温有着密切关杨柳絮的飘飞时间与气温有着密切关

系系。。以最先飘絮的毛白杨为例以最先飘絮的毛白杨为例，，只有日平均气温大只有日平均气温大
于于00℃℃，，才是对毛白杨生长发育有利的温度才是对毛白杨生长发育有利的温度，，将这些将这些
超过超过00℃℃的数值累加起来的数值累加起来，，当总和达到当总和达到480480℃℃，，且日且日
平均气温达到平均气温达到1414℃℃的时候的时候，，毛白杨的果实就开始成毛白杨的果实就开始成
熟炸裂熟炸裂，，继而杨絮上场飘飞继而杨絮上场飘飞。。大约一周后大约一周后，，柳树及其柳树及其
他杨树他杨树，，如小叶杨如小叶杨、、加拿大杨树等开始飞絮加拿大杨树等开始飞絮。。

具体而言具体而言，，杨柳絮杨柳絮““放飞自我放飞自我””的最佳气象条件是的最佳气象条件是
白天最高温度连续三天超过白天最高温度连续三天超过 2525℃℃，，相对湿度小于相对湿度小于
7070%%，，在每日在每日66小时至小时至88小时的日照下容易飞絮漫天小时的日照下容易飞絮漫天。。

问问：：飞絮季该注意些什么飞絮季该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春季干燥多风的北在春季干燥多风的北

方方，，杨柳絮容易引来连环火灾杨柳絮容易引来连环火灾。。由于柳絮饱含大量由于柳絮饱含大量
油脂油脂，，表面绒毛与空气中的氧气充分结合表面绒毛与空气中的氧气充分结合，，当遇到当遇到
明火时明火时，，可在可在22秒内迅速燃烧秒内迅速燃烧，，且蔓延速度极快且蔓延速度极快。。
此外此外，，由于杨柳絮本身十分轻盈且体积小由于杨柳絮本身十分轻盈且体积小，，随风四随风四
处飘散处飘散，，无孔不入无孔不入，，容易引燃其他可燃物容易引燃其他可燃物，，从而引从而引
发发““火烧连营火烧连营””的危险的危险。。

问问：：对容易过敏的人来说对容易过敏的人来说，，有何防护攻略有何防护攻略？？
主持人主持人：：过敏体质的人群应尽量避开柳絮高发过敏体质的人群应尽量避开柳絮高发

时段外出时段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尽可能选择杨柳絮比尽可能选择杨柳絮比
较少的早晨较少的早晨、、晚上晚上，，或是雨后或是雨后。。当然当然，，如果可以如果可以，，躲在躲在
家里不出门家里不出门，，是最好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一旦外出一旦外出，，尽量做好防尽量做好防
护护，，口罩口罩、、眼镜和外套一个都不能少眼镜和外套一个都不能少，，全副全副““武装武装””再再
出门出门。。由于飞絮颗粒比较大由于飞絮颗粒比较大，，普通口罩就可以抵挡普通口罩就可以抵挡，，
公众可以选择纯棉或者轻薄材质的口罩公众可以选择纯棉或者轻薄材质的口罩，，这样戴起这样戴起
来更舒适来更舒适。。

有过敏性鼻炎或对花粉有过敏性鼻炎或对花粉、、杨柳絮敏感的人群杨柳絮敏感的人群，，每每
天最好清洗鼻腔天最好清洗鼻腔22 次到次到33 次次。。皮肤沾上杨柳絮后皮肤沾上杨柳絮后，，
也要及时清除也要及时清除，，最好用温水清洗最好用温水清洗，，有助预防过敏或减有助预防过敏或减
轻过敏症状轻过敏症状。。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郭静原））

8省区督察情况公开——

环保不作为慢作为现象突出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各地大力引进人才——

“引智”非救市 楼市莫炒作
本报记者 杜 铭 李 瞳

相关政策可能会刺激楼市交易，应避免人才政策绕开限购并
由此带来住房交易活跃现象，防范房价炒作等风险

地方政府针对炒作之风抬头现象，可以随时出手干预，稳定
市场预期；而且要早发现、早出手，不要等失控时再匆忙应对，导
致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人社部举行发布会回应就业、社保等领域热点问题时指出——

2035年养老金将用光？没有的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 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开局良好

● 我国完全能够保证养老金的长期按时足额发放，能够保证制度健康平稳运行

●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发、多发态势得到遏制

近日，各地引进人才新政再度升
级。比如，呼和浩特市提出符合条件的
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可半价买
房，宁波市引进人才可获最高60万元购
房补贴和800万元安家补助。与此前一
些地方纷纷放开落户限制相比，近期新
政无疑更具有“含金量”。但是，很多人
也担心，各地从给户口到“给钱”，会不会
变相刺激楼市？

引进高素质人才对城市未来发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之所以“引进人才大
战”不断升级，是由于西安、南京、合肥等
先行者已经尝到了甜头。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宁波人才
政策与全国各大城市的逻辑一样，目的
在于积极导入优质人才，以优化人口结
构和提振经济发展水平。近期的人才政
策出发点都是“引智”而非“救市”，本身
与楼市没有关系。

从宁波出台的政策看，除了引进一
般劳动力外，希望招来能带动一地企业
甚至一个行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才是政
策的“醉翁之意”。比如，能拿到800万
元安家补助的顶尖人才包括两院院士、

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500强企业首席技
术官等。数据显示，2018年宁波新引进顶
尖人才 48 人、领军人才 160 人，均实现翻
番增长。

虽然相对整体房地产市场而言，高层
次人才推动房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
放在全国楼市“小阳春”情况下，拿出

“真金白银”吸引人才买房落户还是会让
人浮想联翩。客观地说，相关政策可能会
刺激楼市交易，应避免人才政策绕开限购
并由此带来住房交易活跃现象，防范房价
炒作等风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过去两年全国多座城市房价出现了反
弹，其中大部分城市都发布了力度空前
的人才政策，人才政策的确影响了房地
产市场的稳定。特别是部分二线城市，
房价上涨加速，原因之一就是人才政策
变相放开了限购等政策。

按照通常的住房消费观念，不论哪
一级别的城市，年轻人是租赁市场的主
力人群。发布政策推动进入买房市场的
透支行为会成为市场炒作的理由。比
如，呼和浩特这次出台的政策仅在呼和

浩特科技城范围内施行，5 年内不得上市
交易等。按照政策真实符合标准的购房者
少之又少，但针对刚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
鼓励购房，这一点还是透露出当地对房地
产市场的态度。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 3 月份 70 城
房价数据显示，3月份有60多座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4月19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要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好一城
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
调控机制。

稳定房地产市场可不是说说而已，在
有决心的同时，也要有手段。比如，最近北
京的国管公积金政策开始趋严，对二套房
执行“认房又认贷”政策。

作为风向标，一线城市楼市的风吹草
动都可能影响全国。日前公积金政策调
整，更多显示了北京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
相关政策精神。同时也说明，地方政府针
对炒作之风抬头现象，可以随时出手干预，
稳定市场预期；而且要早发现、早出手，不
要等失控时再匆忙应对，导致房价出现大
起大落的情况。

4月22日，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8省（区）公开
移交案件问责情况，共问责 1035 人。其中，厅级干部
218人，处级干部571人。

分析移交案件问题，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推
进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等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占比约
44%；涉及违规决策、违法审批等乱作为问题占比约
38%；涉及推诿扯皮、导致失职失责的问题占比约15%，
其他有关问题占比约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长根
介绍说，第四批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7年8月
份至9月份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
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 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并于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1月份完成督察反馈，
同步移交89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地方进
一步核实情况，严肃问责。对此，8省（区）党委、政府均
责成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对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立案审
查，查清事实，厘清责任，依法依纪开展问责。

从问责的人数上看，8 省（区）共问责 1035 人。其
中，厅级干部 218 人，包括正厅级干部 57 人，处级干部
571人，包括正处级干部320人。

记者梳理问责情况发现，在被问责人员中，诫勉296
人，党纪政务处分773人（次），移送司法2人，其他处理
10人。在被问责的厅级干部中，诫勉72人，党纪政务处
分155人（次），其他处理1人。

刘长根介绍，8 省（区）被问责人员中，地方党委 61
人，地方政府208人，地方党委和政府所属部门684人，
国有企业31人，其他有关部门、事业单位人员51人。被
问责人员基本涵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相关方面，体现
了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
安排，严格责任追究是环境保护督察的内在要求，也是推
进督察整改工作和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4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
行例行发布会，对一季度就业形势作出判
断，并否定了“2035年养老保险金将要用
光”的谣言，强调我国完全能够保证养老
金长期按时足额发放。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近期关于裁员、招聘冻结的传言不
断，但调查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开局良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绍，判断主
要依据三个方面：

一是就业的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
间。1月份至3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32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29%。3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一季
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3.67%，均低
于预期控制目标。二是重点群体就业保
持平稳。统计调查显示，3 月末外出务
工农村劳动力总量是 1.77 亿人，同比增
加了210万人。1月份至3月份，失业人
员再就业 117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9 万人，均快于时序进度。三是劳动力
市场有回旋余地，市场岗位数量略多于
求职人数。今年一季度，百城市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采集的数据显示，市场需求
人数590万人，同比增长3.3%；求职人数
459 万人，同比下降 0.3%；求人倍率为
1.28，意味着市场岗位数量略多于求职
人数。

从行业情况看，用人需求比较大的行
业分别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场用
人需求增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有采矿业、教
育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
地产业等。

从技术技能的情况看，具有技术等级
和职称劳动者的求人倍率比较高，均大于
1.7，同比增长0.05。其中，求人倍率在2
以上的主要有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
员、高级技师和工程师。和去年同期相
比，市场对高级工程师的需求大幅增长，
同时对高级技师和技术员的需求有所增
长，对具有其他技术等级和职称劳动者的
需求相对稳定。

养老金能长期按时足额发放

近日有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2035
年养老保险金将要用光”。对此，养老保
险司司长聂明隽表示，中央对养老保险高
度重视，未雨绸缪，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积
极的、综合的、科学的应对措施，完全能够
保证养老金的长期按时足额发放，完全能
够保证制度的健康平稳运行。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全国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1
亿人、1.97亿人、2.39亿人；一季度，三项

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1.48 万亿元，同比
增长8.5%，总支出1.22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

4 月 10 日国务院印发了《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其中有两项重要政
策，第一是降低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
例，第二是调整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
预计 2019 年全年可减少社保缴费 3000
多亿元。聂明隽认为，两项政策的实施，
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社保负担，还降低了参
保缴费的门槛，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
参保积极性，将更多职工纳入到养老保险
制度中来，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2018年末，企业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达到了 4.78 万亿元，有比较
强的保障能力。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地区之间很不平衡。从去年下半年起，中
央实施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进
展比较顺利，有效缓解了结构性矛盾问
题。今年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3.5%，预
计全年中央调剂基金规模将达到 6000
多亿元，进一步缓解了部分省份的基金收

支压力。
同时，全国社保基金已有2万亿元左

右的战略储备，而且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已经启动，今后还将继
续加大划转力度。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
保险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今年中央财
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资金达到了
5285 亿元，同比增长 9.4%，地方财政也
相应作出了资金安排，养老金大盘子是有
保障的。

“养老保险其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制度内在的激励约束机制正在进一步健
全。可以明确地讲，我们对化解未来的支
付风险是有准备的，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
可以保证的。请大家放心，也请广大退休
人员放心。”聂明隽说。

欠薪高发态势得到遏制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遏制。劳
动监察局局长王程介绍，全国查处的拖

欠工资案件数量、涉及人数及涉及金额
连续几年持续下降。与2017年相比，分
别下降了 39.4%、45.3%和 35.8%。2018
年全国各地人社部门劳动监察机构查处
的欠薪违法案件 8.6 万件，为 168.9 万名
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 160.4 亿元。2019
年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
行动，共查处欠薪违法案件3.21万件，向
社会公布重大欠薪违法行为1211件，共
为 45.6 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 68.3
亿元。

王程还提醒大家注意，在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要求。之前叫“治欠保支”，现在按照新
的要求，叫“根治欠薪”，提法有区别，要求
更高，方向更明，任务更重。为加强联合
惩戒，人社部启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黑
名单”管理，目前共向发改委和国家信用
信息平台推送了五批“黑名单”。这些单
位将在招投标、申请融资贷款等诸多方面
受到限制，以此加大其违法失信成本，也
是对其他违法企业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