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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把强化项目支撑，作为发展城市经济的另一
项举措。在上半年实现省152项目落地率全市第一的
基础上，年内确保所有152入库项目百分百开工。持续
推进投资20亿元的海特克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投资超
10亿元的阿联酋新型板材制造基地、投资超10亿元的
新二代鞋智造基地建设。其中，“新二代”由本地鞋企共
同开发，以标准厂房出租形式，招引同业鞋企、鞋业智能
制造和研发设计等机构入驻，配套建设员工公寓、物流、
检测评估、中介咨询、创业融资等生产生活性设施。

该区还将强化创新驱动，以二产向2.5产升级、向
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为目标，重点打造南郊数字经济产
业园等一组创新驱动新引擎。该产业园包括吴桥工业
区和双屿山河以东区块，重点布局电商、软件信息、大数
据应用研发、汽车智能化和自动驾驶应用研发等产业。
允许企业在保持土地性质、产权关系、建筑主体结构不变
的前提下，盘活存量土地，实行工业厂房有机更新。

根据安排，浙江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7月18日进驻我市督察。督察进驻期间（2019
年7月18日－7月31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577-86007348，专门邮政信箱：浙江省温州市邮
政专用邮箱A205号。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每天8:30－17:3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浙江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
受理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带着问题与思考，市政协首场“请你来
协商”围绕“明眸皓齿”工程开展专题协
商。据悉，“请你来协商”是省政协为更好
发挥政协协商机构作用，探索搭建的综合
性、常态化、制度化履职平台，于今年在全
省政协系统推广。

一段长约5分钟的视频拉开了此次
“请你来协商”的序幕。紧接着，市教育局、
市卫健委汇报“明眸皓齿”工程实施有关情
况，并表示将按照“出模式、出标准、出经
验、出实绩”的要求，进一步形成儿童青少
年近视和龋齿综合防控“温州经验”，向全
省、全国推广。

看完视频，市政协委员、瓯海区妇联主

席孙小丹很有感触，她认为动员全社会力
量参与、形成浓厚氛围是“明眸皓齿”工程
的重要环节，政府、社会、家庭联动缺一不
可。因此，她建议制作公益宣传短片，在人
流密集处如商圈、动车站、公交车站、市民
广场等重点领域进行宣传。此外，还可成
立“护眼护齿”妈妈志愿者团队进行宣讲，
织起“明眸皓齿”全方位保护网。
“每学年一次学生常规体检结果，目前

还是以纸质的方式记录，存在统计和分析
困难。”在詹珍洁看来，建立一个集成视力
监测、龋齿检查、学生体检等方面有关的数
据监测平台，为学生健康的监测和分析提
供有效的保障，是推进“明眸皓齿”工程的

一大关键。
与以往协商会不同的是，此次“请你来

协商”除了组织政协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
前来协商外，还邀请了一线教师、学生家长
代表参与其中，面对面进行交流互动。“每
人视力普查是不是只用22.5秒？”“每学期
普查两次是不是有必要？”……围绕这些热
点问题，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积极为
推进“明眸皓齿”工程建言献策。

听完政协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社
会各界代表的发言后，市政府表示，实施
“明眸皓齿”工程，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事关国家和民
族未来的战略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

问题、事关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紧迫问
题。围绕这一主题开展“请你来协商”，充
分体现了市政协的履职担当、家国情怀和
忧患意识。市政府将专题研究、认真吸纳
协商建议，更好地推动下阶段工作。

会后，市政协梳理形成协商意见，为
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其中包括以
防为主立规范、发挥优势出标准、家校联
动抓防控、树好样板建阵地、紧盯落实严
考核、求实问效重宣传等。市政协表示，
下一步，一方面将针对此次协商中发现
的问题，主动跟进、督促落实，另一方面
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加强监
督助推。“年底，我们还将就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一次‘回头看’，开展一些有针对
性的调研、视察活动，助推有关民生工作
落实落地。”

市政协首场“请你来协商”——

聚焦孩子的“明眸皓齿”
许他们一个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缪眎眎 实习生 应佳如

2019年，温州何词最热？“明眸皓齿”绝对榜上有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市提出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小学生“明眸
皓齿”工程，实施免费窝沟封闭、定期视力监测、教室照明标准化改造等措施，共同呵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和牙齿。

这是一项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的大工程。7月19日下午，市政协主席会议首次以“请你来协商”的形式，聚焦“明眸
皓齿”工程开展专题协商。协商中，政协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社会各界代表侃侃而谈，一次次精准把脉、一剂剂问诊良方，为的
都是同一个目标——举全市之力打响儿童青少年近视和龋齿综合防控“保卫战”！

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
已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根
据第一轮普查的结果，目前我市中小学生
近视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大
致上小学1/3多、初中3/4多，高中近9/10；5
岁儿童患龋率为76.4%，12岁儿童患龋率
为34.5%。

其实，孩子的视力问题已是“国家大
事”。习近平总书记就这一问题连续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
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

明的未来。”
在今年的市两会上，“明眸皓齿”工程

被列为2019年温州市政府民生实事十大
项目之首，并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民生工程，3月上旬，
《温州市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工程实施
方案》出炉，并同时成立两大防控工作指导
中心，正式吹响高质量推进“明眸皓齿”工
程的集结号。

记者了解到，自“明眸”工程动员令发
出后，市教育局会同眼视光医院、市卫健委
制定年度近视防控实施计划。全市共采购

973套近视检测设备，其中政府购买887台，
按每台1.6万元计算，财政性投入经费达
1419.2万元。目前，全市在籍中小学生
106.09万人，有效筛查105.4万人，筛查率
达到99.58%；全市已排摸10500个教室，确
定需要灯光改造的教室9050个，超过原定计
划数1050个，预计经费投入约3200万元。

另一边，“皓齿”工程也在全面推进
中。目前，全市已完成学龄儿童免费窝沟
封闭76354例，完成率109.08%，覆盖率、封
闭率、完好率等均已达标，无一不良反应、
无一投诉。

“今年以来，我市‘明眸皓齿’工程推进
力度大、成效好，但很多学生和家长仍存在
‘重治轻防’的片面认识，认为近视、龋
齿都不是病，一些学校还没有真正把培养
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护齿习惯列入日常教
育内容，缺乏视力和口腔健康基本知识和
防治意识。”市政协提案委主任邹跃新点
出我市“明眸皓齿”工程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儿童青少年近视和龋齿综合防
控，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家庭、学校及
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

也正是基于此，今年3月，市政协确
定将“明眸皓齿”工程列为24件重点提案
之一，以期发挥政协协商、监督职能，为全
力助推“明眸皓齿”工程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

今年5月，由市政协提案委牵头，市教
育局、市卫健委和部分政协委员、眼视光
和口腔方面专家参与的课题组，先后赴乐
清、苍南、瓯海等3个县（市、区），走
访5个学校，召开6次座谈会，对“明眸
皓齿”工程推进情况展开全面调研。

6月18日上午，课题组一行来到瓯海
区三■南仙实验小学，学校正组织学生接
受视力普查。看到一些学生稚嫩的脸庞上
架着厚厚的眼镜，市政协委员、瓯海区疾
控中心副主任詹珍洁愈发揪心：“‘明眸

皓齿’工程关系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需要
全社会引起高度重视，共同推动这项工作
实施。”

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课题组一行还
发现，当前，全市都在全力推进和落实
“明眸皓齿”工作，但是要实现全市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和患龋率在2018年基
础上每年降低0.5至1个百分点的目标，
需要关注和重视理念提升、认识统一、数
据科学、环境氛围、宣传效应、长效体系

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院

副院长吴文灿为视力普查结果的可靠性感
到担忧：“如今，校园普查人员属性、资
质不一，视力检测技术规范不一，负责视
力检测普查的标准、模式不一，而规范、
准确的检测结果，即时、真实的数据录入
是整个‘明眸皓齿’工程成败的基础。”

温医大附属口腔医院院长助理、主任
医师邓辉认为，口腔专业技术力量支撑和
保障不足是影响龋齿普查质量的重要因

素。“据统计，全市现有中小学校1100
所、学生110万名，负责学生体检的机构
仅有216家，以各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主，平均每家负责5所学校、约5000名
学生的体检工作。而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仅有1-2名口腔医师，个别甚至没
有，承担学生体检的口腔专业技术人员配
置不足。为此，为完成学生体检任务，有
的地方学生体检没有龋齿普查的内容，有
的只是简单的张嘴看一看，龋齿普查质量
难以保证。”

最终，在广泛听取政协委员、部门及
基层教师、家长、学生的意见建议后，课
题组形成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报告，并针
对梳理出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一组令人担忧的数据 折射“四眼娃”“烂牙娒”频见的现状

光伏发电
点亮鳌江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讯（蔡玲珑 赵哲璐）“这个月买药的钱算是

有着落了。”近日，平阳县鳌江镇山碧村村民陈大爷拿
着村里光伏发电项目的1000元帮扶补助，激动得说不
出话来。据了解，鳌江镇通过实施光伏小康工程项目，
变“输血”为“造血”，照亮了低收入农户脱贫之路。目
前，该镇7个省级重点帮扶村已全部并网发电，共发电
16万多千瓦时。
“这样实实在在能够帮助低收入农户改善生活条

件的好项目，大家伙还想多争取几个呢！”山碧村村书
记笑着说道。作为鳌江镇第一个实施光伏小康工程项
目的省级重点帮扶村，该村于2017年10月成功并网发
电，目前，已给村集体带来9万余元经营性收入，其中
70%用于该村41户低收入农户困难生产生活补助，其
余30%全部用于村集体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我
们村原来没什么产业发展，有了这个可持续增收的项
目，就有了产业的‘源头活水’！”光伏小康项目不仅使
山碧村的低收入农户获得长期稳定的帮扶，更带动了
村里的产业发展，“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发乡村旅游，农
业观光等项目，不断为村集体增收，提高村民的生活水
平。”

联丰村是该镇光伏小康项目建设的最后一个重点
帮扶村，全村户籍人口1100人，具有劳动能力的年轻
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剩下大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去
年人均收入约9000元。面对这样的困境，光伏小康工
程项目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
入农户生产生活困难。6月9日，架设在村里的太阳能
光伏板终于并网发电了，这个革命老区重点帮扶村也搭
上了精准扶贫的这趟“列车”。“这个项目能够建成，主要
源自政府财政补助，还有20万元左右是村集体自筹的，
大家都比较支持。”据了解，该项目收益惠及该村28户
低收入农户，“这个项目让村里有了固定的经营性收入，
更让低收入农户有了希望。预计一年下来，每户大约
能补助1000元左右。”联丰村村书记说道。

据悉，鳌江镇共有省级重点帮扶村7个，光伏小康
工程共计投入350万余元，直接帮扶低收入农户221
户。“单纯地依靠发放补助，不能真正带领低收入农户
实现增收致富的目标，要拔掉‘穷根’就要发展产业。”
据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光伏扶贫”是该镇推进精准
扶贫的有效措施之一，有力地推动了重点帮扶村改变
发展面貌，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在大家眼里，“和心庭院”俨然成了一
个“样板”，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讨教一些打
造庭院的秘诀，庄丽微夫妻倾囊相授。

在他们的影响和村里党员的帮助下，
更多的村民加入到庭院改造的队伍里，村
容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杂物乱堆的少了，自
觉清理的多了；乱扔垃圾的少了，爱护环境
的多了；腾地种菜的少了，养花养草的多
了。彩色轮胎、废旧毛竹，大家发挥着自己
的创意变废为宝，一户户农家庭院慢慢成
为村中小景。

看到这喜人的变化，朱剑荣深有感
触。村里突出党员示范，通过让群众看到
实实在在的变化，进而引导他们变被动为
主动。同时，该区还选聘了10名党员担任
“花园管家”，负责公共绿化区域的养护和
村民庭院打造，通过家家走、家家帮的形

式，共同装扮庭院，优化村庄环境。
“和心庭院”激发出巨大动能，活水潭

村因势利导，将其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并
发生了“化学反应”。在7月的主题党日当
天，党员们聚集在“和心庭院”里，围绕村级
治理、集体经济、村庄建设等内容展开讨
论，各抒己见。“庭院议事让村民共同参与
村里大小事的决议，共同解决小纠纷，村民
的参与感多了、获得感强了，对村里的工作
也更支持了。”朱剑荣说，就在上个月，该村
在全区“五四竞赛”第一轮比拼中获评一等
奖。
“‘和心庭院’拉近的是邻里关系，装点

的是农村面貌，陶冶的是村民情操，增强的
是村民意识。”元觉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在辖区内进行培育和
推广，让庭院既美丽于“形”，更魅力于“心”。

洞头党员带头建设美丽庭院“升级版”，拆掉围墙让邻里更和睦——

“和心庭院”成村民共享花园
本报记者 陈蜜 通讯员 沈莎丽 王艺

来到洞头区元觉街道活水潭村，一处装点别致的庭院引人关注：绿树婆娑，花香
沁人，风景如画。走廊上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风车，伴随着微风徐徐转动。庭院有个好
听的名字——“和心庭院”。
“‘和心’寓意和睦邻里，凝聚人心。”村党支部书记朱剑荣说，他们打算在美丽庭

院的基础上，打造1-2户“和心庭院”，作为村民中心、文化礼堂之外的“草根”阵地。
庭院的主人庄丽微，是村里的一名党员。当得知村里要打造美丽庭院“升级版”

时，庄丽微夫妻俩第一个报名。“我们家四口人，有三名党员，这事必须带头！”于是，他
们投入了4万余元，精心打扮自家庭院。很快，这里就成了村民“共享”的小天地。

“和心庭院”不设围墙，完全对外开
放。村民们喜欢来这儿，坐在一起喝喝
茶拉拉家常。说到这个公共“会客厅”，
村民庄碎凤说，刚开始就是想来看看这
院子怎么弄的，每一次来庄丽微夫妻俩
都很热情，慢慢地大家都爱上了来这
儿。庄丽微还在庭院里特别添置了吊篮
秋千和一些儿童玩具，供孩子们玩耍嬉
戏。孩子们的到来给庭院增添了不少童
趣，大人们也变得更加亲近。
“和心庭院”集聚了人气，活水潭村

立足村民需求，便依托此平台，每月一期
举办“庭院学堂”。“以前的社区学校，是
让村民们‘去上课’，而在‘庭院学堂’学
习，给大家感觉是‘来聚会’。”朱剑荣告
诉记者，授课的内容有花草养护知识、健
康养生常识、科学育儿知识等，都是村民

想听的，目前每堂课都有20来人的“上
座率”。该村还提倡“能者为师”，如庄丽
微在养花方面很有经验，花木养护就由
她负责；72岁的老党员朱忠巧是国家级
太极拳裁判，便来教大家打太极拳。

左邻右舍齐坐一堂，学习交流两不
误。“每次上课，大家谈谈笑笑，说说聊
聊，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以前听年轻
人聊天，什么话题都插不进去，现在往往
能听得懂别人在聊啥，也可以凑进去交
流几句了。”几位村民说。

在“和心庭院”不远处，是村里的新
型农村住宅小区——和港家园，这里不
仅居住着本村村民，还有不少周边村因
购置新房而搬迁至此的村民。“这里环境
好，人又多，跟大家聊聊，很快就熟悉起
来了！”几位外村村民告诉记者。

本报讯（陈蜜）上周经历了一次“假台风”，气温
就奔着高点去了。告别冗长的梅汛期降雨，本周夏日
热情将尽情释放，市区最高气温或超过35℃高温线，大
家尽量减少上午10点到午后2点外出逗留的时间。

上周三，长达一个月的梅汛期降雨落下帷幕。回顾
“泡汤”的一个月，省气象部门梳理了今年梅雨的三大特
点，首当其冲的就是雨量大，全省平均雨量451毫米，比
常年同期偏多115%，打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将原来第
一位的1997年395毫米拉开一大截。另外两大特点就
是暴雨过程频繁、短时雨强强、强降雨区域重叠；“冷黄
梅”特征明显，气温近二十年最低。

于温州来说，进入梅汛期以来，我市平均面雨量
379.7毫米，较历年梅雨量（262.3毫米）明显偏多（偏多
44.8％）。分布不均匀，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区，其中
排前三：泰顺498.4毫米、永嘉415.6毫米、文成397.9毫
米。短时雨强强，洞头大门岛7月2日22时小时雨强达
142.9毫米，打破全市小时雨强历史纪录。

终于从“水深”中迈出步子，不过马上又投入了“火
热”的怀抱。本周，我市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
气为主，但众所周知，夏天的雨就像“打游击”，来得快
去得也快，行踪飘忽不定。想要靠这点雨水降温，效果
可想而知。雨伞作为夏季的必备品，可以说把物尽其
用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大有
如果没有一把雨伞在手，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的气势。
本周市区最高气温34-36℃，最低气温26-28℃，防暑
防晒务必做到位。

一次深入基层的调研 探寻“防”“控”双向发力之路径

一场号脉开方的讨论 助力高质量推进“明眸皓齿”工程

拆掉围墙邻里越走越近 “共享花园”激起村民动能

盛夏奔跑而来
本周高温当道做好防暑

昨天，在市区公园路，浙江图盛输变电工程有限公
司鹿城分公司派出近40名工程人员，冒着酷暑全面开
展电力改造工作。 孙鸣 杨冰杰 摄

“和心
庭院”成了
村民陶冶情
操、拉近邻
里关系、参
与村庄建设
的好去处。

洞头元
觉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