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广信区田墩镇岑峰村的一位村民反

映，有人在自生坞水库旁大规模养殖家禽，

10

月

中旬开始有几百只鸭子下到了水库，散发的恶臭

味影响了周围村民居住生活的环境，本身是个青

山绿水的好地方，却破坏成这样，希望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接到反映后，广信区“ 五型 ”办立即责令区

农业农村局联合区生态环境局、水利局、田墩镇

人民政府调查处理此事。之后做出回复称：自生

坞水库位于田墩镇岑丰村，水面面积较小，属山

塘，位于居民区上游 ，非村民饮用水水

源。 养鸭户为该村村民余某贵，现存笼

鸭子

200

余羽 ，鸭舍位于水库边 ，所养

鸭子平时到水库嬉水，对水库水质和周

边居民生活确有一定影响。

养殖场位于居民聚集区附近， 属禁

养范围， 根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属地管理原则，

由田墩镇人民政府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1.

责令养

殖场限期关停，及时消除污染源；

2.

养殖场未关

停期间，养殖户做好周边环境清扫和消毒，保持

环境清洁卫生。

经劝说和宣传，养鸭户认识到了其行为对周

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承诺一个星期内将鸭

舍搬迁，并及时处理垫料、粪便等污染物，消除污

染源。 田墩镇人民政府已安排专人进行监管，确

保其在限定时间内按要求整改到位。

村民在水库养殖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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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饶城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近五成

见习记者 朱宇庆 记者 吴卫民

超 出 医 保 封 顶 线 的 费 用 怎 么 办 ？

市民赵先生： 请问超出医保封顶线的费用

怎么办？

市医保局： 超过基本医保封顶线的部分，可

根据实际医疗费用负担情况纳入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范围。 对参保居民经基本医保支付后，超

出大病保险起付线的费用，按规定纳入大病保

险支付范围。 如果参保人是贫困人口或低保对

象，还可以申请获得相应医疗救助。 目前来看，

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支付比例达到

50%

以上 ， 并且保障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

2019

年

《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

付线”“ 报销比例由

50%

提高到

60%

”。

2019

年

4

月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印发 《 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

也明确起付线降低至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50%

，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贫困人

口的支付倾斜力度 ， 贫困人口起付线降低

50%

，支付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并全面取消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封顶线， 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朱宇庆 整理）

我市哪些社区入选“绿色社区美丽家园”？

市民叶先生：请问上饶有哪些江西省“绿色

社区美丽家园”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市民政局：我市有以下

31

个社区入选：信

州区：西市街道万达社区 、水南街道丰溪路社

区 、茅家岭街道杨家湖社区 ；广丰区 ：永丰街

道湖沿社区、丰溪街道黄家淤村社区 、丰溪街

道三都村社区 、横山镇廿四都社区 、铜钹山镇

家潭村社区、铜钹山镇军潭村社区 、吴村镇吴

村社区、吴村镇路亭山村社区 、毛村镇八都社

区 、五都镇杉溪社区 ；广信区 ：旭日街道七六

社区 、旭日街道吾悦社区 ；德兴市 ：银城街道

洎水社区、铜矿街道北区社区 、花桥镇园林社

区 ；玉山县 ：冰溪街道东门社区 ；铅山县鹅湖

镇江村社区；横峰县葛源镇枫林村社区 ；弋阳

县三县岭镇陈屋社区 ； 余干县黄金埠镇前进

村社区；鄱阳县古县渡镇汪家村社区 ；万年县

青云镇园林社区 ；婺源县 ：江湾镇梨园社区 、

江湾镇莲花芯社区 、县蚺城街道文公社区 、太

白镇薛村社区 、赋春镇游汀村社区 、秋口镇占

才村社区。

（朱宇庆 整理）

视力不良检出率达

48.13%

杨庆国告诉记者，根据《

2020

年上

饶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

干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信州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于

10

月

12

日开始，全面开

展信州区学生近视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工作。 此次视力筛查覆盖城区

9

所学校

（ 上饶市第三幼儿园、朝阳中心幼儿园、上

饶市第十二小学、灵溪中心小学、上饶市

第三中学、秦峰中学、上饶市第四中学、沙

溪中学和上饶市职业高中） 所有年级共

计

2227

名

6

岁至

18

岁儿童青少年。 目

前，筛查工作已全部完成。

据报告显示，本次信州区学生近视

调查汇总监测人数

2227

人， 其中视力

测试异常人数

1072

人， 视力不良检出

率为

48.13%

。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偏

高，城乡、男女有差异，初中、高中学生

视力不良检出率超出半数。 中心质控人

员按每日调查总人数的

5%

抽取复测，

汇总复测人数

112

人， 全程质量控制，

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

杨庆国告诉记者， 为预防控制儿童

青少年近视， 信州区疾控中心对学校教

室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防

眩光措施、 室内表面反射比及装设人工

照明、课桌面照度、黑板照度等情况进行

了监测，并将抽检结果通报区教体局。

儿童青少年视力有两大“杀手”

“ 孩子除了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户外运动” 上饶市第

一小学一名三年级小学生的家长万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也很担心孩子的视力。

上饶启明眼科医院院长王维敬告

诉记者，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是眼睛的

近距离负荷。 学习、阅读、玩电子产品等

所有近距离眼负荷都是诱因。 中小学生

学业压力大，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近

距离看屏幕、看书、写字、画画等容易导

致近视的发生。

“ 电子产品的普及也成为近视的重

要原因。 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需要近距离

使用， 孩子在看

iPad

和手机的时候，时

间的总量多、 单次时间长和用眼距离

近，都会导致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有些

孩子偷偷在被窝里看电子产品，因为背

景光线比较弱， 屏幕亮度就会相应增

加。 长期下去将造成眼睛结膜充血、干

涩、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都是视疲劳

的症状。 ”杨庆国说。

王维敬说 ，预防近视首先要从“ 距

离”和“ 时间”上入手。 保持“ 一尺一寸一

拳头”的正确读写姿势；建议每学习

20

分钟就暂停休息，做到每天两次眼保健

操，让眼睛得到持续中断的放松。 在光

源方面，应使用护眼台灯，写字看书时

应放置在左手前方。 家长需要注意孩子

的用眼卫生，定期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

检查，建立孩子的视力档案。 其次，要增

加阳光照射下的户外活动时间。 研究表

明，每天

2

小时、每周

10

小时以上的户

外活动， 在饮食方面确保孩子营养均

衡，少吃甜食，可以让儿童青少年的近

视发生率降低

10％

以上。

多方守护儿童青少年“心灵之窗”

为综合防控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

市政府办去年

11

月印发了 《 上饶市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对

学生的课业减负、户外运动、教室灯光、

家庭教育、医学指导等方面都提出了详

细要求。

家庭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 实

施方案》指出，家长应当让孩子增加户

外活动和锻炼，使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

外自然光的时间达

60

分钟以上。 家长

陪伴孩子时应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

超过

15

分钟， 每天累计不宜超过

1

小

时。 家长要配合学校切实减轻孩子负

担，不要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

要避免孩子不良用眼行为，读写连续用

眼时间不宜超过

40

分钟； 家长要保障

孩子睡眠时间，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

10

个小时、初中生

9

个小时、高中阶段学

生

8

个小时。

学校方面，《 实施方案》指出，学校要

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

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

分钟，初中不

得超过

90

分钟，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 寄宿制学校要缩短学生晚上

学习时间。 学校要加强考试管理：坚决控

制义务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小

学一二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1

次， 其他

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2

次。 学校要改善

视觉环境： 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达标

率

100%

。 根据学生座位视角、教室采光

照明状况和学生视力变化情况， 每月调

整学生座位， 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

进行个性化调整， 使其适应学生生长发

育变化。 学校要强化户外体育锻炼：确保

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活

动时间。 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确保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课时，三

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时， 高中阶段

每周

2

课时。 中小学校每天安排

30

分钟

大课间体育活动。 学校要指导学生科学

规范使用电子产品， 严禁学生将个人手

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

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学校教育本着

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教学和

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 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

长的

30%

，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学校要

定期开展视力监测： 小学要接收医疗卫

生机构转来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

档案，确保一人一档，并随学籍变化实时

转移。 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严格落实

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

2

次视力监

测制度， 对视力异常的学生进行提醒教

育，为其开具个人运动处方和保健处方，

及时告知家长带学生到眼科医疗机构检

查。 做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新发率等

的报告和统计分析， 配合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视力筛查。 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要

及时把视力监测和筛查结果记入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48.13%

！ 最新的饶城青少年近视现状调查显示，信州区儿童青少

年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48.13%

。 “近视防控任务比较艰巨。 ”信州区疾控

中心主任杨庆国对记者说。 是什么导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难题该如何破解？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医疗机构人员对学生进行视力测试。

希 望 新 一 中 周 边 路 口 设 提 示 牌

市民吴先生：希望新一中周边路口设置提示

牌，不允许车辆违规使用远光灯，因为会对骑车

的学生造成安全隐患。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凤凰大道的新一

中路段是城区道路交通繁华地段，其周边还有

二十小学 、清源学校 、信美学校 ，每日早晚上 、

下学时段，过往通行的学生较多。 大队拟采取

以下两项处置措施 ：第一 、安排相关人员不定

期在新一中周边道路对违规使用远光灯车辆

开展专项整治。 第二、对凤凰东大道新一中附

近道路学生通行情况进行调研，根据调研情况

在新一中附近增设自动抓拍违规使用远光灯

的电子设备。

（朱宇庆 整理）

广 信 区 新 增 哪 些 交 通 监 控 ？

市民左女士： 请问广信区新增哪些交通监

控？

广信区公安局： 广信区新增以下交通监控：

一、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

1.

春江大道与七六路

交叉口；

2.

凤黑大道与建安南路交叉口；

3.

灵山大

道与欢乐世界入景道路交叉口；

4.

紫阳大道货场

路口。二、视频监控球机：

1.

高速西通道；

2.

罗桥文

家村村道；

3.

灵山大道与欢乐世界入景道路交叉

口；

4.

吉阳西路嘉禾雅居小区门口。 三、单行道监

控系统：

1.

旭日大道金桥路口（ 入口） ；

2.

金桥路社

区居委会支路交叉口（ 出口） ；

3.

旭日大道广场北

路路口 （ 入口） ；

4.

武夷山大道广场北路口 （ 出

口） 。 四、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1.

春江北大道时光

PARK

路口。

（朱宇庆 整理）

扫码免费抽奖送礼品， 在饶城街头并不

是一件新鲜事。 近段时间以来，这种在街头、

小区门口、 校园周边等处利用小礼品吸引消

费者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市

民觉得动动手就可以顺手拿到免费实用的小

礼品，非常划算。但却不知在扫码注册时容易

泄露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

记者从上饶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获

悉，今年

8

月

1

日，信州区陈某收到朋友转发

的一款游戏链接，其好奇就下载了。 随后，有

客服与其联系，并以投资理财的名义诱导其进

行赌博，最终陈某被骗

30000

元。

8

月

5

日，广

信区黄某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有关“ 星巴克咖

啡”的刷单广告，声称可以在家就可以日挣百

元以上。于是，黄某加了对方为好友，并按要求

在“ 星巴克咖啡”刷礼物卡给对方，最终被骗

8000

元。

上饶市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

期，在饶城一些中心商业区，出现了“ 扫二维

码”免费赠送礼品的推销行为，希望广大群众

谨慎处理，防止陷入扫码被骗的境地。他们在

侦查中发现，有些诈骗分子利用市民“ 贪图小

利”心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情况，诱导扫

描二维码， 致使受害人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登

录预设网站自动下载木马病毒， 被迫接受赌

博游戏或者刷单诈骗信息， 最终导致上当受

骗。

对此，上饶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1.

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 不要扫描来源不

明的二维码。

2.

不向陌生人转账、不要随意填

写个人信息及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

3.

不要轻信

QQ

群，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软

件上的招聘信息， 找兼职要上正规的招聘网

站，不要轻信“ 高佣金”、“ 先垫付”等兼职工

作。

4.

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要在网

络上参与任何刷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