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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絮来袭，收好这份防护指南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实践证明，识别并拦截骚扰电话的个性化软件对骚扰电话整

治颇为有效

治理骚扰电话涉及多个领域，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技术、经济

等手段综合施策

随着冷空气离开，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春日又回
来了。但是，好天气也给杨柳絮爆发和花粉传播提供
了有利条件，让过敏体质人群苦不堪言。漫天飞舞的
杨柳絮究竟何时才不再飘散？春季防过敏有啥妙招？
请看本期主持人的解答。

问：飞絮要飞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主持人：按照往年的情况，飞絮一般在5月中上旬
结束。目前，飞絮主要来自杨树、柳树和法梧，多集中
在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由飞絮导致过敏的患者明显
增多。可别小看这种过敏，虽然杨柳絮本身是无毒的，
但部分过敏体质的人吸入体内后会激发变态（过敏）反
应，且由于杨柳絮常随风或起或落或飘，会带起地上的
脏物和灰尘，并裹挟空气中的尘螨、细菌和花粉等，形
成更为复杂的过敏原，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问：防飞絮该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防飞絮要注意护好“四个部位”：一是护
眼，杨柳絮入眼可导致眼痒、流泪。因此，杨柳絮飘入
眼内，既不要用手去揉，也不要让别人吹走异物，而是
要用清水冲洗。同时，外出时尽可能选在飞絮指数低
的时候，如果必须经常外出可戴上太阳镜。

二是护肤，皮肤痒也别挠。专家提醒，挠皮肤只是
用痛觉来遮盖瘙痒，痛感消失后往往不能止痒，还易挠
出皮肤病。

三是护肺，出门记得戴口罩。柳絮天外出，戴个薄
口罩，有利于保湿，可有效挡住空气中的各种漂浮物对
呼吸系统的侵害，不用担心因为呼吸过敏诱发哮喘等
疾病。

四是护鼻，冷水冲洗鼻腔。每天早晚用冷水洗鼻
有利于增强鼻黏膜的免疫能力，可防治鼻炎。用冷水
洗鼻时，可顺便揉搓鼻翼改善鼻黏膜的血液循环。

问：春季还容易花粉过敏，这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事实上，在杨树柳树开花期，花粉飘飞才
是最让人担心的，毕竟花粉可以吸入，容易引起呼吸道
过敏，这比杨柳絮引发的皮肤过敏更为严重。以北京
为例，一年有两次花粉浓度高峰期，分别出现在春季和
夏末秋初。花粉过敏容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涕、
流眼泪等症状，严重者还会诱发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为预防花粉过敏，公众出行时可戴上口罩或护目
镜，尽量减少上呼吸道和眼睛受到花粉刺激的机会；回
家后，应立即换上干净的衣物，洗手洗脸，减少花粉在
身上存留的机会；日常注意营养平衡，多食用富含维生
素的食物，提高免疫力。如果过敏症状严重，应尽快就
医。 （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

近日，中国联通向用户发送短信
称，未经用户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擅自向用户拨打商业营销电话。为维
护用户合法权益，将依法处置涉嫌营销
扰民的电话号码，并呼吁广大用户携手
共同抵制骚扰电话。此前，中国移动也
曾向用户发送类似短信。

近年来，针对各种防骚扰电话技
术，骚扰电话也不断变化方式，让人不
胜其烦。对此，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中国移动成立了
中国移动 （洛阳） 信息安全运营中心，
配备近 600 名专业人员，开展集中发
现、集中研判、集中处置，这也是目前
我国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信息安全集中
运营团队。

在加强监测骚扰电话方面，中国移
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骚扰电话集中
监测系统，针对“响一声”“语音群
呼”“呼死你”等骚扰电话开展集中监
测，主动发现并在核实后实施号码关停
或加入呼叫黑名单等处理。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建立
异常话务防范系统，实现了对包括“呼
死你”“超短骚扰”“恶意群呼”等异常
话务识别和自动处理，建立虚假境外漫
游拦截系统，实现了对境外不良号码的
拦截。同时，针对国际、网间、中继来

话 100%实现接入鉴权控制，全面关闭
语音专线主叫隐藏功能，全面防范虚假
号码进网。2018 年以来，中国电信发
送闪信提醒累计 7.1亿次，拦截超短骚
扰 呼 叫 4223 万 次, 恶 意 群 呼 26410
万次。

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已
加大源头监管，从严加强业务外呼管
理，加大用户举报处置力度，积极引入
互联网标记数据，探索建立集中运营机
制，不断优化完善拦截策略，月均拦截
垃圾短信 1.43 亿条，有效遏制垃圾短
信传播。

据介绍，在自查自纠方面，三大
运 营 商 重 点 对 语 音 线 路 和 “95”

“400”等码号电话拨打行为实施了排查
整改。目前，中国移动累计清查各类语
音专线 6 万余条，关停各类号码 94 万
个，清退各类呼叫中心 400 余家；中国
电信累计关停中继 2.1 万余条，关停 400
号码 14万个。

在投诉渠道方面，中国移动建立了包
括 10086 客服热线、10086999 短信举报
平台、门户网站等多个免费举报渠道，
2019 年月均处理用户对各类骚扰电话的
举报 4.8万余件次。中国电信进一步完善
了 10000 号、工信部 12321 等投诉举报
平台用户骚扰电话投诉信息的快速处理
机制。

实践证明，识别并拦截骚扰电话的个

性化软件对骚扰电话整治颇为有效。在
这方面，中国联通利用大数据技术优
势，建设并持续优化“鹰眼”系统，及
时发现处置疑似诈骗号码，2018 年至
今精准提醒疑似被骗用户超过 33 万
户。积极研发国际诈骗电话拦截系统并
于 2018 年 3 月份上线使用，至今累计
拦截境外诈骗电话3.88亿次。

中国移动面向用户免费开通了骚扰
诈骗电话来电提醒业务，智能识别骚扰
诈骗号码，及时向客户发出警示，该项
服务现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同
时，还建设了针对“呼死你”电话的应
急防护平台，为用户免费提供个性化防
护服务。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全国累
计为 159 万人次开通防护，共计拦截

“呼死你”电话17.6亿次。
此外，业内专家也表示，治理骚

扰电话涉及多个领域，需要通过法
律、行政、技术、经济等手段综合施
策。多方合力还需要各个部门分工明
确，不同部门之间加强信息共享，确
保治理责任衔接、治理全面覆盖，切
实消除监管盲区，避免被不法分子钻
空子。广大消费者也要积极维权，动
动手指给骚扰电话打上“标签”，越多
的人参与进来，就越能筑牢防范骚扰
电话的“防火墙”。

多手段综合施策，多部门信息共享——

三大运营商发力整治骚扰电话
本报记者 黄 鑫

“买不到火车票没关系，先买短途票上车再补票。”这一
不少乘客使用过的乘车套路要失效了。5月5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正式表态，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维护旅行环境，铁
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决定是否办理越站补票手续。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旅客“买短乘长”影响
列车正常运行的行为受到不少关注。5月1日，多名网友反
映，虽然购买了车票，但却在山东淄博火车站无法凭票上
车。网友反映的购票无法上火车问题，涉及5022次列车途
经站淄博火车站、K8372次列车途经站南京火车站。

有车票咋还无法上车？据车站系统显示，4月30日晚
上，5022 次列车到达淄博火车站后，本该有 310 名旅客下
车，但当天实际下车人数仅为 30人左右，本该下车却没有
下车的旅客挤占在列车上，导致近 100名买了票的旅客上
不了车。淄博火车站客运车间主任刘晶莹透露，如果平时
出现类似情况，工作人员会协同公安一起劝解旅客下车。
但当天有 300多名旅客持短途车票拒不下车，整列火车只
有一名乘警，工作人员劝解旅客下车的工作难度非常大。

虽然“买短乘长”是不少乘客的无奈之举，但今年已出
现多起严重超员事件，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临时
出台了应对举措。5月 4日，有多名乘客在网络上反映，其
所乘高铁或动车组列车广播通告，本次列车不办理车上延
长补票，如乘客执意越站乘车，到站后车站将根据铁路旅客
规程，除补票外还将加收50%的票款。对此，12306网站客
服人员表示，这只是铁路部门为防止高峰期间产生安全隐
患所出台的暂时性措施，并没有可查询的公开文件，具体执
行到什么时候要视铁总根据旅客出行状况决定。

“目前，铁路运力在一些紧张区段不能完全满足旅客的
出行需求，导致一些旅客‘买短乘长’‘越站乘车’，给后面的
旅客出行带来了困扰，我们在此表示歉意。”中国铁路总公
司客运部客运营销处处长李剑锋说，他们将采取有效措施
更好地改进提高假日运输服务工作，与广大旅客共同维护
良好的乘车旅行环境。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秩序，5月5日中国铁路总公司
公开表示，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在有运输能力的
情况下列车为有需求的旅客办理越站补票，铁路工作人员
在办理旅客列车越站补票手续前，会根据当前车内人数、前
方站预售车票情况，判断本车是否还有富余运输能力。在
客流高峰期的重点列车、重点区段，如果列车没有运输能
力，将停止办理越站补票手续，并引导旅客按车票票面标明
的车次、区段、座号乘车，防止出现严重超员情况，影响后续
旅客乘车。如果旅客没有按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到站
后铁路部门将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票款。

客流高峰期铁路将停办越站补票——

“买短乘长”空子钻不成了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
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31座大城市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上升0.1
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受经济下行
压力和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先升后降。由于就业优先政策
和一系列稳就业、促就业措施持续发
力，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值
得注意的是，今后一段时间，缓解就
业总量压力始终是经济工作中面临的
重大挑战之一。因此，应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变压力为动力，切实保证有效就业、
高质量就业。

总体就业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 1 月份至 3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分别为 5.1%、5.3%、5.2%，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0.1 个、0.3 个和
0.1 个百分点，虽然 2 月份有所上升，
但 3 月 份 又 出 现 回 落 ， 各 月 均 低 于
5.5%的预期目标。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
长孟灿文分析说，1 月份和 2 月份，因
经济下行压力和春节因素综合影响，失
业率出现走高。3月份，随着季节性因
素衰减，节后天气转暖企业复工，用工
需求增加，求职者陆续找到工作，季节
性歇业临时失业人员比重明显下降，失
业率回落，环比下降 0.1个百分点，表
明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实现
了良好开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车伟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季
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4%，与上年
四季度相比持平，明显好于市场预期，
为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数据显示，1 月份至 3 月份全国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24 万 人 ， 同 比 基 本 持
平；就业困难人员新增就业 39 万人。
一季度，全国向 2.1万户企业发放稳岗
补贴 11.7 亿元，惠及职工 283 万人，
向 26 万名职工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4.2
亿元。

孟灿文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就业各项政策全
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就业
优先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强化各
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陆
续出台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及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政
策，大力降低企业营商成本，全力支
持企业吸纳就业，针对重点就业群体

精准施策，努力促进就业创业。在经
济增长和稳就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
我国就业形势保持了稳定。

“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长期保持在
5%左右，非常接近充分就业目标。”张
车伟表示，我国失业水平既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
水平。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有力地支撑了
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形势总体保持
稳定。

经济拉动就业能力增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
1 月份至 3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
目标 29.5%，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17
万人，均保持较高水平。一季度全国人
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1.28，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0.1 个百分
点，招聘岗位数量大于求职人数，人力
资源市场供求基本平稳。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
下，就业形势缘何能够持续保持平稳？

“总的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我国经济结构持续转型优化，经济拉
动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张车伟表示，
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持续上升到了 57.3%，同比升高 0.6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幅度扩大，经
济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第三产
业每 100 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 8.1
人，比第二产业高 1.6人。新兴产业作
为经济体系中最有发展活力、最具增长
潜力的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持续发力。

一 季 度 ， 全 国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75.9%，与历史同期相比，为 2013 年
以来的次高点。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6.7%，
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 7.8%，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0.2个和1.3个百分点。

张车伟进一步分析说，创新创业创
造热度高涨，也为稳定就业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今年以来，全国日均新登记市
场主体 5.3 万户，增长 26.3%，其中新
登记企业1.65万户，增长12.3%，增速
同比提高 6.9 个百分点。“放管服”改
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就业
渠道不断拓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热情高涨，劳动者创办企业的便利
化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灵活就业人员进
入企业就业，促进了就业正规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当前，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逐年下降。受此
影响，我国就业总量 2018 年略有下
降。不过，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人员
总量大的国情没有改变。

“我国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就是要保证不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
业。这意味着，缓解就业总量压力始终
是我们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
一。”张车伟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就业工作不断推进和完善，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推

动高质量发展。
张车伟表示，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就业工作。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
面，不仅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
还进一步明确提出稳增长首先是要保就
业，把就业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高度来审视和推动。

“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
向，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
先目标，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措施，抓
重点、调结构、守底线，推动实现经济
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循环。”张车伟说。

首先，要为企业减负。普惠性减税
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明显降低企业社保
缴费负担，增加就业岗位。

其次，要优化就业增量。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有利于
培育新就业增长点。要加强对灵活就
业、新就业形态支持，降低岗位转换
风险。

同时，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
作。在强化培训和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
上下功夫；既要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
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
空间。

此外，要做好就业困难群体工作，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就业困
难人员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对失业职工及时兑现失
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加大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力度，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
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

今年前3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先升后降——

稳字当头，就业形势持续向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一季度，受经济下行压力和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先升后降。由于在就业优先政策和一系

列稳就业、促就业措施持续发力，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人员总

量大的国情没有改变。因此，要进一步变压力为动力，切实保证有效就业、高质量就业

4 月 19 日，求职

者在招聘会现场了解

用人单位招聘信息。

当日，由安徽省合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办的合肥市

2019 年 春 季 招 才 引

智活动在安徽建筑大

学举行，126 家用人

单位提供 4200 多个

岗位，涉及计算机、建

筑类等领域。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