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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显示，今年 6 月以来
（截至 7 月 12 日），我国平均高
温日数 5.3 天，较常年同期偏
多 2.4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中央气象台 14 日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6月 13 日以来，我国出现
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
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极端性强。截至7月 12日，高
温事件已持续 30 天，覆盖国
土面积达 502.1 万平方公里，
影响人口超过 9 亿。全国共
有 71 个国家气象站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河北灵
寿、藁城、正定和云南盐津日
最高气温达44℃以上。

受高温天气影响，河北、
河南、山东等地电网用电负荷
创新高；浙江东部、河南西部、
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北
部等地土壤墒情偏差，部分地
区旱情持续或发展；浙江、四
川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

今年 6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常
年偏高约 0.4℃，为 1979 年以
来最高，其中俄罗斯北部、欧
洲西部等地偏高2℃以上。进
入 21 世纪以来，北半球夏季
高温热浪事件日渐频繁。

数据显示，进入本世纪我
国大范围持续高温事件典型
年份有2003年、2013年、2017
年等。总体看来，今年的高温
事件开始时间早于上述 3年，
持续时间和历史极值站数目前
还不及这 3年，影响范围和单
站最高气温虽不及2017年，但
已超过2003年和2013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
估报告指出，最近 50 年全球
变暖正以过去 2000 年以来前
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统
不稳定加剧。据国家气候中
心分析，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
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
景，大气环流异常则是 6月以
来全球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

直接原因。
6 月以来，在北半球副热

带地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
高压均阶段性增强，由此形成
大范围的环球暖高压带。暖
高压带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
有利于地面增温，加之大范围
高压带作用下空气较为干燥，
不易形成云，也使得太阳辐射
更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
发且强度较强。

具体到我国，目前正在持
续的拉尼娜事件也提供了重
要的气候背景。根据统计分
析，在多数拉尼娜事件次年夏
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易偏
北。6月下旬以来，副高北抬，
特别是台风“暹芭”于 7 月上
旬北上后，副高加强西伸，伊
朗高压东伸，并与中纬度大陆
高压相结合，在我国上空形成
稳定的暖高压带，进而造成大
范围高温天气。此外，副高携
带的水汽也使我国中东部地

区湿度较大，导致体感温度更
高。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7日
至 20 日，四川盆地、江汉、江
淮、江南西部和北部沿江、华
南西北部等地将出现降雨过
程，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江南
东南部、华南东部将持续高温
闷热天气。21日之后，南方地
区高温将再次发展，范围扩
大，福建、江西、浙江南部等地
日 最 高 气 温 可 达 39℃ 至
4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陈涛提示，长时间的高温对电
力保障、公众生产生活和身体
健康都会造成一定影响，大家
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
户外活动，高温下作业的人员
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做
好防暑措施的同时，还应注意
防范因用电量过大以及电线、
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引发
火灾等。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新华社广州 7月 14日电（记者 马晓澄 陆浩）博
鳌亚洲论坛近日在广州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创新报
告 2021》称，亚洲在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亚洲创新地位的迅速提高改变了全
球创新格局。

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会议”
近日在广州举行。会上发布的报告指出，当前创新全
球化和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
体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显著上升。

报告称，亚洲创新地位的迅速提高改变了全球创
新格局，亚洲已成为全球研发重心。在《2021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第 12位，较 2020 年提升
2位。2020年 12月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
显示，知识产权行业呈现出稳健发展态势，其中亚洲
在创造力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报告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推动创新增长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2020年
提交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数量占全球
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外，一大批亚洲城市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新兴力量正在崛起。亚洲成为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
创新要素转移的重要目的地，特别是东亚将成为全球
研发和创新密集区，未来很可能产生若干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创新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科技创新是博鳌
亚洲论坛近年来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论坛为此专门
打造了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大会，旨在促进该领域国
际交流与合作，并将知识产权保护主题列为科创大会
框架下的重要品牌活动。

博鳌亚洲论坛创新报告：

亚洲正改变全球创新格局

7 月 13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农民对土地
进行翻耕，准备晚稻插秧。

近日，湖南各地农村陆续进入“双抢”时节，农民
抢抓农时收获早稻，翻耕农田，并抢插晚稻，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夏日“双抢”忙

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14日通报，7月 13日 0-24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1例。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 35 例（广东 12 例，福建 7
例，上海 6 例，四川 3 例，重庆 2 例，云南 2
例，天津 1 例，江苏 1 例，陕西 1 例），含3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
东）；本土病例 86 例（甘肃 36 例，广东 32
例，上海 5 例，江西 5 例，海南 3 例，江苏 2
例，内蒙古 1 例，河南 1 例，重庆 1 例），含13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甘肃 11
例，江苏 1 例，河南 1 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4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 58例（安徽 46
例，陕西 6 例，江苏 4 例，北京 1 例，四川 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0134
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441 例（无重
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19880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9439 例，无
死亡病例。

截至 7月 13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
有确诊病例1119例（无重症病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220685例，累计死亡病例522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27030 例，无现有
疑 似 病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4397754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1833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45 例，
其中境外输入 39 例，本土 206 例（甘肃 64
例，上海 42 例，河南 29 例，广西 25 例，山东
18 例，广东 11 例，江苏 8 例，江西 4 例，海南
3 例，福建 1 例，四川 1 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222 例，其中境外输入 38 例，本土 184 例
（安徽 115 例，江苏 40 例，辽宁 9 例，陕西 8
例，广东 6 例，广西 4 例，上海 1 例，山东 1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6例（境外输入 3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3214
例（境外输入 379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4506451 例 。 其 中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343482例（出院 65222 例，死亡 9422 例），澳
门特别行政区 679 例（出院 163 例，死亡 4
例），台湾地区 4162290 例（出院 13742 例，
死亡 7829 例）。

低龄上网课，眼睛
“伤不起”

趣味英语启蒙课、少儿音乐
启蒙课、在家上的早教课……随
着暑期到来，网络上各种幼儿线
上课程宣传火热，不少课程更是
打出“2 岁就能上”“针对 0-6 岁
儿童英语”等广告。

刘慧的儿子上月刚满 6 岁，
已经戴上了眼镜。她告诉记者，
去年幼儿园视力筛查中发现孩
子近视，随后到医院检查发现近
视已超过 100 度。“疫情以来给
孩子报了 3门网课，虽然也担心
会对视力有影响，但不想让他输
在起跑线上，只能坚持在网课之
外不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

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为 52.7%，比前一年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天津市的调查数
据也与此相近，截至去年底，全
市中小学生在抽样调查中共检
出近视 25418 人，总体近视率

52.96%。其中，幼儿园 6岁儿童
近视率为12.01%。

专家认为，近视低龄化现象
值得警惕。天津市眼科医院视
光中心主任李丽华说：“近视低
龄化的情况在增加，‘触屏’时间
变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北京
一所幼儿园的教师也告诉记者，

“以前大班的孩子偶尔会有近视
的情况，现在中班甚至小班的学
生都有检出近视的”。

网课时间长，运动
却没时间

为保护幼儿视力健康，我国
已出台多项指引和意见。教育
部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
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
建议，严格控制儿童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和频次，单次使用时间
不宜超过15分钟。

但实际上，大多数儿童网课
时间明显超出建议时长。记者
拨打十多家网课品牌电话进行
咨询，发现主流网课不论是直播
还是录播，时长大多在 15 分钟
到 40 分钟之间，有些课程会在

中途休息一次。“儿童视力尚处
于发育状态，这已明显超出儿童
视力能够承受的范围。”李丽华
表示。

有网课教师坦言，上网课的
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为了适应
市场需求，机构去年开始开拓 3
岁以下儿童网课。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6
岁以下儿童身心发育都未达到
网课教学的程度。多名教师也
认为，3 岁以下幼儿网课学习效
果不佳。

与网课的火热不同，儿童们
的运动时间却难以保障。教育
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
作方案（2021—2025 年）》指出，
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着力保
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个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去年 10月国
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更新版）》
再次明确这一要求。但记者随
机采访多位家长和老师均表示
难以实现。

需共同守护儿童的
健康

“0 到 6 岁是儿童视力发育
的关键期。”李丽华强调，长时间
使用电子产品、缺乏户外活动等
都可能导致消耗儿童的远视储
备，造成较早地出现近视。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与
运动处方研究中心主任谭思洁
建议，要适当加强儿童室外有氧
运动的时间。“有氧运动在改善
体质的同时，对缓解眼部肌肉疲
劳会起到积极作用。多晒太阳
也会促进维生素D、钙等营养元
素的吸收。一般来说，户外运动
20 分钟左右就能起到一定效
果。”她建议，儿童多进行球类、
跑跳等有氧运动，低龄儿童可以
投掷纸飞机或者掷沙包等。

专家还强调，除了对儿童视
力的影响，上网课时如久坐且坐
姿不正确，很可能会影响到儿童
的脊柱健康。目前，脊柱侧弯已
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
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
疾病。

“网课低龄化带来的不仅仅
是对儿童身体的危害。”储朝晖
认为，6 岁以下儿童压力过大可
能造成更多成长发育问题，过多
参加超出孩子本身发展阶段的
课程学习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
康。

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以来，我
国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覆盖率达到 91.7%。专家认为，
未来我国儿童视力的健康，还需
要社会、学校、家庭来共同守护。

（新华社天津7月14日电）

3岁开始上网课？

“小眼镜”出现低龄化趋势
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尹思源

随着儿童“触屏”年龄越来越小，三四岁上网课、五六岁成“小眼镜”的情况并不
鲜见。教育部曾发布指引建议，0-3 岁幼儿禁用手机、电脑等视屏类电子产品，3-6
岁幼儿也应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但记者发现，随着网课市场不断拓宽，网课低龄
化趋势明显，向家长输出焦虑的同时，电子产品对孩子视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学生在课后素质拓展活动中练习棒球（2021 年 10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4
日应询指出，当两岸同胞在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上踊跃
表达加强交流合作、共促融合发展的强烈愿望之际，
民进党当局跳出来贩卖“两国论”、抹黑攻击大陆，再
次暴露其谋“独”本性及蓄意阻挠两岸同胞交流、破坏
两岸关系的险恶用心。

有记者问，针对大陆方面在海峡论坛强调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陆委会称，“台湾民众及
国际社会并不接受大陆定义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
隶属’才是客观现状与事实”，并渲染所谓“大陆对台
军事威胁及分化渗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有何
评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历史
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30年前，海协会和台湾海
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清晰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和态度，白纸黑字清清楚
楚。

她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关键。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曲解、否定和污蔑

“九二共识”及其核心要义的言行。
朱凤莲说，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

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
恰恰是不断谋“独”挑衅的民进党当局，恰恰是企图

“以台遏华”的外部势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
能力！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再次暴露
蓄意阻挠两岸同胞交流险恶用心

新华社南京7月 14日电 2022 年 7月 14日，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受贿一案。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1年至 2019年，
被告人张新起利用担任中共潍坊市委副书记、潍坊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共青岛
市委副书记、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企业
经营、项目开发、工程承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2006 年至 2021 年，张新起直接或通
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1.55 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
张新起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新
起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张新起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各界群众二十余人旁听了庭审。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张新起受贿案一审开庭

国家卫健委：

7月13日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1例
其中本土病例86例

近期高温天气
为何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

新华社记者 黄垚

上海：
持续高温
7 月 14 日，在上海市

普陀区一居民小区，核
酸检测人员用冰块降
温。

当 日 ，上 海 中 心 气
象 台 发 布 今 年 第 3 个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
高 气 温 超 过 40 摄 氏
度。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网课低龄化。新华社发 程硕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