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6日下午，马鞍山市工商联在市会议
中心第八会议厅召开了一季度全市工商联工
作会议。会议由市工商联主席贺应旭主持，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夏为顺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真、潘良廷，各县区
工商联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及市工商联机
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王翠凤主席在全省工商
联助力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部
署会上的讲话》及《全省工商联深化改革实施
方案》主要精神。贺应旭部署了市工商联
2020年重点工作，并就各县区工商联围绕市
工商联2020年工作要点抓好落实提出了具体
要求。各县区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就2020年重
点工作安排暨一季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
报交流。与会人员就《县区工商联2020年度
工作评价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讨

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夏为顺在讲话中，对过去一年各县区工商

联对市工商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各
县区工商联过去一年的工作，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积极应对，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强调指出，当前全市各级工商联组织要
认真学习《王翠凤主席在全省工商联助力疫情
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部署会上的讲
话》的重要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稳步推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发展，积极参
与、抢抓时间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责无旁
贷做好服务企业发展工作，进一步宣传好工商
联特色工作和亮点品牌。最后，他希望大家在
新的一年工作中进一步提振信心，努力工作，
不断提升工商联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执行力，
为新时代工商联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风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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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歪头杀”萌萌哒？警惕小儿斜视
歪着小脑袋配上天真无邪的微笑，感觉整

个心都被萌化了。但如果孩子经常对你“歪头
杀”，看东西也喜欢歪着头，那么家长们要注意
了，这很有可能和斜视有关。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眼科副主任医师
吴兴香介绍，斜视是指两眼不能同时注视同一
目标，仅一眼注视目标，而另一只眼视轴偏离
目标的现象，是儿童眼科常见病，通常表现为
儿童双眼注视目标不一致，或者歪头视物等
等。目前斜视的发病病因尚不清楚，一般认
为，与屈光不正、调节集合功能异常、眼外肌及
神经发育异常、眼球震颤、眼底相关疾病等有

关，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概率较低。
常见的儿童斜视有内斜与外斜两种。内

斜，即俗称的“对眼”；外斜，俗称“飘眼”，一般
是一只眼睛正常，另一只眼睛向外跑。另外
还有常常表现为歪头的垂直、旋转斜视等，跟
支配眼球运动的眼肌发育异常有关。斜视虽
然看上去不痛不痒，身体无不适，危害却不容
小觑，有些斜视甚至可能是严重眼底病变的
一种信号，必须及时就医。斜视不仅会影响
孩子双眼视功能发育，导致弱视或者立体视
觉缺乏，限制将来的职业选择，还会影响孩子
的外观，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自卑社

交恐惧等不良心理。吴主任告诉记者，孩子
的眼球一般到5岁以后发育成熟，建立精确的
立体视觉，所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将孩子的
视功能损伤降到最小。

吴主任介绍，斜视矫正方法有很多，可采
用光学配镜、遮盖、视觉训练等方法进行辅助
治疗，也有部分患儿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另外，
家长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摆正孩子的头位，这么做
非但帮不上忙，还会使孩子产生单眼视觉抑制，
反而得不偿失。到正规医院眼科，寻求医生的帮
助和治疗才是正确的选择，医生会根据孩子的
具体情况给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对于儿童斜视，没有什么特别的预防手
段，家长要勤加观察，尽早发现尽早治疗是针
对斜视的主要手段，定期眼保健尤其重要。
明显的斜视可以从外观上表现出来，而有的
斜视可能有诸如怕光、喜欢闭上一只眼视物
等表现。斜视的小朋友很容易产生视力疲
劳，平时看东西容易串行、视力模糊且不能持
久，还会影响学习效率。吴主任提醒，一旦发
现有不对劲，家长一定要警惕，切勿耽误了孩
子的最佳治疗时机。

通讯员 丁煜轩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百万账户被冻结 骗子解冻遭“团灭”
近日，南京鼓楼警方在追查一起网络诈骗案

时，冻结了一个可疑账户。由于舍不得其中的百
万存款，骗子出“奇招”想解冻账号，不料自投罗
网，最终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举抓获。

今年3月2日，市民刘先生来到鼓楼公安
分局鼓楼派出所报警，称刚接到一个信用卡客
服人员的电话，被告知信用卡出现异常被冻结，
需要按对方提示进行操作方能解冻。之后，刘
先生将收到的3个验证码发给对方，却收到了

9000元的扣款信息，仔细查看之下，才发现这
些钱全部被人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商品。

由于刘先生报案及时，办案民警立刻让其
对商家发出投诉，同时联合电商平台将涉嫌电
商账户第一时间进行了冻结。就在民警进一步
侦查案情时，刘先生突然告诉民警，电商平台的
客服工作人员要求自己写了一份《撤回投诉
函》，并将9000元退回了。

账户明明已经被冻结，受害人怎么会收到

退款呢？办案民警经过研判案情得知，被冻结
的电商账户中远不止刘先生被骗的9000元，
而是百万存款。诈骗团伙得知账户被冻结后，
急于转移其中的巨额存款，于是先冒充电商平
台工作人员，要求刘先生撤回投诉，并自掏腰包
退赔了9000元。之后，诈骗团伙打算带着刘
先生出具的《撤回投诉函》以及退款证明等材
料，前往电商平台的公司解冻账户。

4月15日上午，民警联合电商平台，将诈

骗团队约到泉州分公司办公室，将来办理解冻
业务的5名嫌疑人一举抓获，之后又将主要嫌
疑人马某抓获。据嫌疑人供述，他们这个团伙
主要是利用盗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和电商平台支
付账号，以在网上虚假下单，购买虚假商品的形
式，从事洗钱等犯罪活动。目前，6名嫌疑人已
被鼓楼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之中。 通讯员 鼓公宣 朱思远

南京晨报/爱南京见习记者 刘通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聂龙
妃）明天开始雨水暂收啦，并且以云系变
化为主的日子气温也是表现平稳，虽本
周三前后有弱冷空气打扰，全省气温有
4℃～6℃小幅下降，但是后期气温依旧
稳步回升，预计周末又能回升至 26℃
左右哦！

江苏省气象台预计，除本周初（20

日）淮河以南地区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周
末（26日）淮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强的对
流天气过程、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
天气外，其余时段我省以晴好天气为
主。气温方面表现也是稳定，像南京地
区，未来几天最高气温19℃到22℃，最
低气温在11℃左右。需要关注的是，22
日-23日（周三周四）由于受弱冷空气影

响，全省气温届时会有4～6℃的小幅下
降，不过之后气温还会走上回升通道，预
计到了周末，全省最高气温就又能达到
25℃～26℃。

另外，今日早晨淮河以南东部的局
部地区可能有低能见度大雾天气，24日-
25日受华北干槽影响，全省风力可达5-
6级阵风7级，大家外出注意做好防范。

雨水暂收 明起又是好天气

今天：多云转阴有
小雨，偏西风 3 到 4 级，
10℃到22℃

南京近3日天气预报
周三：多云，偏

东 风 3 到 4 级 ，
11℃到20℃

周 二 ：阴 转 多
云 ，偏 东 风 3 到 4
级，11℃到19℃

强服务暖民心，擦亮南京城市客厅

防疫不松劲，真情关爱广大来宁旅客

随着武汉解封，通过普快火车来宁的务
工人员最近几天骤然增多，给环湖办南广场
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让来宁人
员感受到南京的温暖，防控人员通过增加通
道、加强引导、开辟绿色通道等多种举措，在
检测不松劲的情况下，加快人员疏散。

“有时候一趟车就有两三千人，疫情防控
的压力很大。”环湖办南广场负责人徐冰介绍
说，每名抵宁的旅客，都要出示绿码，接受体温
测量。为了让旅客尽快疏散，不因为等待时
间过长产生急躁心理，防控人员在站台就设
立了引导员，并在南北广场各增设了一个门
式测温仪。近期，针对来自疫区、特别是国外
的人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过，直接进入留观
室接受检测和登记，避免与其他旅客接触。

4月10日下午，记者在南广场出站口看
到，出站人员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通过门式
测温点，登记信息后离开，整个过程仅需数秒。
据介绍，从1月27日启动防控措施以来，截至
目前已检测190余万人次，按照驻点医生的意
见，疑似患者被及时转送至发热门诊。

整治再发力，让城市“牛皮癣”无处藏身

南京火车站北广场紧邻汽车客运站，每
日来往的人流很大，更因为夜间关闭，给了很
多散发、张贴小广告的不法人员可乘之机，他
们经常利用夜间到处张贴租房、招聘等广告，
极大破坏了北广场的环境秩序。

自“环境整治提升月”行动开展以来，北
广场60多名协管员分作两班，对城市“牛皮
癣”展开了一场歼灭战。“城际列车每天最晚
的一班大概是11点半到达，随后北广场就

会关闭。不法人员趁着夜色张贴小广告，打
击难度很大。”北广场工作人员程蓓蓓介绍
说，现在队员们每天早晨6点到岗的第一件
事就是清除“牛皮癣”，“他们夜间贴，我们凌
晨清，绝对不让不法广告给旅客造成影响，也
不会让牛皮癣影响环境秩序。”

据了解，环湖办还联合玄武城管环湖办
中队，对乱贴小广告的涉事电话，报请停机作
为处罚，增加其违法成本。此外，还通过信息
化手段，加强北广场的视频监控范围，坚决打
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服务再提升，市民游玩玄武湖不闹心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再加上春
色满园惹人醉，每逢周末都有数万人经过玄
武门入园。如何让广大市民入园通畅，不因
停车秩序混乱而闹心，是环湖办玄武门15

位管理人员面临的现实考题。
定人定岗，分片停放。为了提升服务水

平，管理人员将玄武门北侧的神武路划为电
动车停放区域，将南侧的洞庭路划为共享单
车临时集散地，每隔一段就会有一名人员定
岗，维持秩序。玄武门片区负责人孙国军告
诉记者，“只要达到饱和点，我们就会联系单
车公司来转运，时刻保证单车有地方停放。”

错时开放，方便市民。考虑到玄武湖是
周边市民晚间锻炼的主要场所，为了方便市
民进出，管理人员晚间临时开放玄武门路、玄
武门入园大门口，通过增设栅栏、积极引导的
方式，规范市民就近有序停车。

主动作为，一岗多能。在玄武门执勤期
间，环湖办协管队员都是一肩担多责，看到地
上有碎纸屑或是烟蒂，都会捡起来。哪里的
绿化带里有枯枝落叶，就第一时间清除，确保
环境整体提升。

凝心再聚力，联动共治平台护卫旅客

南京怎么样？旅客跨出南京站的第一印
象非常重要。为了让旅客在宁期间权益受保
障，环湖办联合公交治安分局客运派出所等
部门，共建联动共治平台，不定期联合执法，
让一切不法行为在火车站地区无所遁形。

14日上午，在环湖办执法人员与客运派
出所干警的联合行动中，两名隐藏极好的摩
的拉客妇女被“请”进了治安岗亭。“因为拉客
时间极短，而且车子停在远处，执法人员很难
对其行为进行认定。”为了掌握证据，执法人员
身着便装、佩戴暗拍设备，一旦固定证据立即
动手“请人”。据介绍，在联合打击之下，黑车
大多已转入地下，给今后的执法工作带来了
更严峻的考验。

据了解，环湖办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契
机，总结经验，建立环境管理长效机制，让南
京的窗口更整洁，让古都的名片更靓丽。

通讯员 许韦国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邵丹 摄

南京火车站、玄武湖是古都南京的窗口地区，也是广大旅客踏足金陵的第一印象之
地。4月伊始，南京市启动“爱国卫生月暨环境整治提升月”行动，南京市玄武湖周边地区
综合管理办公室（环湖办）全员动员，以提升服务温暖民心，用实际行动擦亮南京之窗。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
斌）这几天，南京幕府山东头山脚下，
8 棵濒危秤砣树花盛开了，树上还果
实累累，果序下垂，随风摆动，
颇为独特。

据了解，这8棵秤陀
树，近几日特别地疯
长，而且树上开满鲜
花。秤砣树为中国特
产树种，目前濒于灭
绝，国家二级保护濒
危树种。中国最早
发现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南京幕府山。

武先生供图

幕府山
秤砣树花盛开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
静）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获悉：
省财政下达资金7633万元，对疫情防控期
间承担重要防控物资保供的159家物流企
业和121家粮油重点企业给予补助。

物流企业补助资金重点向参与湖北防
疫物资保供的物流企业倾斜，对参与湖北保
供所产生的物流费用给予全额补助，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粮油企业补助资金主要支
持重点保供企业，对疫情期间营业收入达到
一定规模的粮油保供重点企业，按其营业收
入的3%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陈聪、李
延霞）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
华19日说，从春播情况看，截至4月18日，
全国春播粮食已经完成意向面积的21%，进
度比去年快1个百分点，相信只要季季紧抓、
环环紧扣，今年粮食能够实现稳产保供。

刘莉华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春播的粮食面积是全年
面积的一半以上，目前早稻育秧已经结束，大
田播栽已过八成，进度比去年快了2.4个百
分点。目前秧苗长势比较好，为恢复双季稻
生产开了好头。

关于我国粮食储备问题，刘莉华说，目前
我国粮食储备充足，口粮完全自给，米面随买
随有。

她说，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抓紧抓实抓好
春耕生产各项工作，指导农民把意向面积落
地、把关键措施落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
的春播任务，夺取夏粮丰收，赢得全年粮食丰
收的主动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年粮食能实现稳产保供

省财政下达7633万元
补助提供防疫保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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