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月 1日 星期一

责编：武锡刚 校对：武雯燕本地要闻2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和法规相关要求，建设项目在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本着“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开
展公众参与。《科鑫炭材料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焦油精深加
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由赛鼎工程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现向公众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
yxcc.com/hpgsqb.pdf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科鑫炭材料有限公司
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科鑫炭材料

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焦油精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www.yxcc.com/jsxmyjb.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信

函、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下载并填
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
信息，我公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
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自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科鑫炭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安泽县唐城煤焦化深加工园区车村

联系人：李旭辉
联系电话：15934561248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唐城镇科鑫炭材料有限

公司
邮箱：15934561248@163.com

科鑫炭材料有限公司 30 万吨 /年煤焦油精深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公 告
尊敬的客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的相关规定：银行对一年内未收付活动且未欠开户银行债
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销
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经查，下述单位账户（附表）符合上述条件，
如您仍需继续使用下述账户，请于2021年2月28日前向我行重新提交
开户资料，办理账户激活，逾期我行将视同自愿销户。如有任何疑问，敬
请垂询我行或拨打联系电话：2088582。

中国建设银行临汾分行
2021年1月28日

开户行单位账号 单位名称
建行侯马支行14001716208050511988 侯马市东新城幼儿园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
也是身体健康的窗户。作为眼球内后部
的组织，眼底可以反映人体的多种疾病。
关注眼健康，从关注眼底开始！记者日前
就此采访了临汾爱尔眼科医院副主任医
师、眼底病科主任孟建中。

记者：孟主任，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
“眼底”?为什么说眼底检查很重要?

孟建中：顾名思义，眼底就是眼球内
后部的组织，即眼球的内膜——视网膜、
视乳头、黄斑和视网膜中央动静脉。这是
我们眼球上的一个神秘、难以观测却又
意义重大的位置，是用肉眼无法窥见的。

之所以说眼底检查十分重要，是因
为许多疾病都可以从眼底上反映出来。
眼底的视网膜血管是人体中可看见的血
管，医生把它当作了解其他脏器血管情
况的窗口。因此，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些器官的改变程度。

记者：那么，目前比较常见的眼底病
变有哪些?

孟建中：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
及、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功课的压力、
不合理用眼等原因，导致我国青少年的
近视率飙升，且逐渐出现低龄化的趋势，
极大地影响了青少年的眼健康。最新数
据表明，我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为
20%至 30%，中学生为 50%，高中生为
70%以上。尤其是高度近视（600度以上
的近视），会引起很多眼底病变，如视网
膜脱离、黄斑区新生血管、黄斑区萎缩等
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对我们的视力造成

不可逆的损害。
再比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还有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高血压患者常会
引起的视网膜静脉阻塞等，如果能够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进行及时干预，这
些损害我们视力的疾病就可以被扼杀在
萌芽状态。

记者：听说临汾爱尔眼科医院新近
购进了一台检查眼底的先进设备，能否
具体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特点?

孟建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减
少漏诊、误诊，同时简化就诊流程、减少
患者就诊时间，我院斥资购进了一台来
自英国的眼底检查利器——欧堡Dayto⁃
na，全名“欧堡免散瞳超广角激光扫描检
眼镜”。

具体来说，“欧堡”的最大特点是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散瞳。它对瞳孔要
求是 2mm，而正常瞳孔直径 2.5-4mm。也
就是说正常人眼不需要散瞳就可以通过

“欧堡”拍眼底照，跳过散瞳缩瞳这些过
程，可以提高诊疗效果。

第二大特点是成像速度快。“欧堡”
在 0.4秒以内就能完成图像的捕捉并自
动拍摄，从而避免了患者在拍眼底照时
眼球震颤带来的检查困难。

第三大特点是显示最大范围眼底。
“欧堡”作为可以检查到周边部的眼底成
像设备，能显示高达 200度范围，覆盖整
个眼底 80%左右的面积，同时支持疾病
检测、诊断和分层分析，能提高诊疗准确
性和便利性。

第四大特点是超高分辨率。“欧堡”
获取图像的分辨率是 14um，像素 3900*
3072，景深大约18um，可以拍摄到普通眼
底照相机不能成像的眼底图像，医生可
以观察更细节的病变，从而提高诊疗准
确性。

记者：这台设备可以检查哪些眼底
疾病?

孟建中：“欧堡”可用于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黄斑变性等黄斑部病变，以及青
光眼、高度近视等高危人群的筛查；视乳
头水肿、视网膜变性疾病、视网膜静脉阻
塞等血管性疾病的诊断；视网膜裂孔及
视网膜脱离、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视网膜
劈裂、眼底肿瘤等疾病。

记者：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面对各种眼底病变高危人群，您
又有哪些建议呢?

孟建中：对于学生们来说,要特别注
意预防近视，做到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
近距离用眼，学习 40-50分钟要适当休
息，休息时尽量远眺，让睫状肌放松一
下，当然还要减少点状电子产品的使用。

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我建议一年做
一次眼底检查，这样有利于及早发现病
变，尽早干预。对于糖尿病患者建议控制
好血糖、血压、血脂，尽早地到正规眼科
医院进行眼底检查，建立眼健康档案，做
好相关预防及治疗工作。对于突然出现
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黑影等症状
的，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详细的眼底检
查。

眼健康 从关注眼底开始
——访临汾爱尔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眼底病科主任孟建中

本报记者 孙宗林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许，临汾机
场，从杭州飞来的 CA1795 次航班缓
缓降落在停机坪。11岁的小玺在机场
工作人员孙浩的引领下，从容地提取
行李、经过安检，来到航站楼的出口
处，早就等候在此的妈妈李静赶忙迎
上前。孙浩一一核实相关信息，确认准
确无误后才将小玺和行李交给了她。

“孩子在杭州上学，给他买票时我通过
航空公司申请了机场的‘真情服务’，
感谢机场工作人员的周到服务！”李静
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给广大旅
客提供出行便利和优质服务，临汾机

场专门设置了“真情服务岗”，为无陪
儿童、轮椅旅客等特殊群体提供专门
服务。随着 2021年春运大幕开启，临
汾机场高度重视春运期间服务运输保
障工作，除扎实有效地做好安全运行
和服务保障工作之外，还针对当前国
内多点出现散发病例的实际，按照中
国民航局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要求，使
常态化疫情防控更严格。

走进略显空旷的航站楼二楼，喇
叭里不时播放着温馨提示。入口处，来
自市人民医院的志愿者张婉桢和同
事，正与两名机场公安一道，对旅客进
行着查验。“春运开始前，我们在原有

消毒通道等环节的基础上，在进出航
站楼的出入口设置了更为先进的测温
门。”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进入航站楼
的旅客除必须戴口罩外，还需接受身
份证和“两码”（健康码、行程码）的查
验。与此同时，针对使用老人机、无微
信、无手机或不会操作的老年人等群
体，机场开设了“无健康码旅游爱心通
道”。

春运期间，临汾机场将严格疫情
防控和服务质量标准，完善各岗位紧
急突发性事件的处置预案，全力确保
机场安全运行，为旅客提供优质温馨、
安全舒适的服务。

春运来了！2021年春运从1月28日开始，至3月8日结束，共40天。我市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部门结合实际，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强化运输组织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近日，本报记者分别深入临汾机场、临汾城西客运站、临汾火车站、临汾西站，
感受这个不一样的春运。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强化运输组织保障强化运输组织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全力以赴保春运
本报讯（记者 刘 静）为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部署，统筹做
好2021年春运工作，更好地保障人民
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连日来，市交通运
输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底线
思维，加强统筹部署，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强化运输组织保障，全力做好春运
各项工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市交通运输局在第一时间做出安
排部署，着力加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
调度，要求各单位在本地疫情防控领
导机构统一领导下，保障交通运输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24小时运行，密
切跟踪疫情形势，确保发生疫情后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
响应属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部署要
求；严格落实常态化客运服务防控措
施，对照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要求，督
促指导客运经营者及收费站等经营管
理单位，严格执行客运场站、交通运输
工具消毒、通风、测温、查验健康码、设
置留观区等防控措施。

该局强化运输组织保障，加强与卫
生健康、教育、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协
同合作，研判分析春运客流趋势特点，
进一步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班次计
划，确保运输供给适应疫情防控要求和
运输需求。切实做好重点物资运输保

障，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核酸检测试剂、
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电煤、原油、天然
气等重点物资，以及粮食、肉禽、蔬菜等
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要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优先便捷通
行，全力配合做好供煤供气工作，确保
经济运行需求和居民生活需要。

春运期间，全市交通运输部门还
将在安全监督管理、路网运行保障、服
务保障等方面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全
力以赴做好春运各项工作，确保疫情
不因春运扩散、旅客健康安全有序出
行，打造平安春运、健康春运、便捷春
运、温馨春运、诚信春运、绿色春运。

“您好，请出示您的行程码……”1月
27日，临汾城西客运站入口处，站务员梁
红萍引导入站乘客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然后测量体温。行程码提示来自中高风险
地区的，还要查验7天内核酸检测证明。

梁红萍手持电子体温计帮乘客测量
体温，她的身旁，一台红外测温仪链接显
示器，为乘客进行二次测温。“有些老年
人，没有智能手机不能出示健康码，在体
温正常的前提下，我们会记录他们的详
细信息，并送他们进站。”梁红萍形容自
己是“门神”，“我这个岗位是进站的第一
道关，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在候车厅内，不时有工作人员对场
所进行消杀作业，乘客们都相隔一米以
上，佩戴口罩候车。今年春运期间，临汾
城西客运站投入客车100辆、备用应急客
车 15辆保障车辆运力。每辆车进站前都
要进行清仓检查，出站前还要经过9大类
43项的安全检查才能出站。

在落客区，由城西客运站、尧都区金
殿镇卫生院和尧都区公安局刑警队工作
人员组成的联防联控工作组，正在对一
辆由晋城来的城际公交进行疫情防控检
查。车辆停好后，司机将乘客信息登记表
交到站务员手中，另外一名站务员对车
辆进行消杀；乘客下车后，两名卫生院的
医务工作者提示乘客戴好口罩并间隔一
米距离，排队测量体温，随后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

金殿镇卫生院医务工作者田瑞介
绍，“乘客下车后，我们一定要查验乘客
戴口罩的情况，佩戴不正确的帮其纠正。
行程码提示有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乘
客，我们还要查验乘客7天内的核酸检测
证明，没有核酸检测证明的，由卫生院派
救护车送定点医院做核酸检测。总之，我
们就是要守好落客关。”

“乘客进站、出站都有严格的疫情防
控检查，车辆进出站也有严格的安全项
目检查。”临汾城西客运站副站长刘三俊
说，根据近期的售票统计来看，今年城西
客运站的客流量较往年来说会减少近 6
成，“客运站的乘客主要包括学生流、务
工流和返乡探亲流，大部分学生在月初
已经分批次放假回家，目前返乡探亲流
是主要的购票人群。”

在刘三俊看来，春运承载着春节的团
圆，但团圆的最大意义是家人的平安和健
康，“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们呼吁大
家少出行，就地过年、幸福不减！”

“一进一出”

严把关
本报记者 刘 静

临汾城西客运站临汾城西客运站

1月27日，记者走入临汾西站、临
汾火车站，看到站内没了往日的熙熙
攘攘，少了过去的摩肩接踵，这是全国
人民响应“就地过年”倡议的一个缩
影。

“今年春运旅客明显减少、票额充
足。”临汾西站党支部书记刘素红说：

“近日停运了15趟次高铁、动车，现在
旅客发运量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根
据旅客乘车情况还会增减。”

旅客少了，可该站防控疫情的责
任心有增无减，“根据山西省疫情防控
要求，我们在进出站口增派人员严格
查验进出站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码，
对无健康码和行程码人员、从中高风
险地区来的旅客认真做好登记和疫情

防控提醒，站内也加强了消杀、消毒等
措施，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临汾火车站偌大的停车场稀稀拉
拉停着几辆车，偶尔有旅客拖着箱包
进来，显得很是空旷。“请您主动出示
手机健康码、行程码等健康信息，刷身
份证进站。”进站口的广播循环播放着
提示信息。前来乘车的旅客似乎都很
熟悉验码流程，一个个戴着口罩安静
地扫码、出示，经车站工作人员逐一查
验后有序进站。

“往年春运时每天发送旅客 5000
多人，现在每天只有 600多人。”该站
主管客运的副站长张文有介绍，“往年
春运要加开3对临客，近日却停开了4
对列车，分别是临汾至沈阳、临汾至包

头、宝鸡至大同、西安至太原的车次，
现在，每天发运26趟次。”

尽管旅客减少了，但是该站还是
为春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月20日就
要求全站做好设备隐患排查，强化乘
降秩序，成立应急小分队，严格车票及
行包托运的查验，凡票、证、人不一致的
不得进站查阅，准确率要达到100%。

同时，该站还延伸便民利民服务，
公布爱心服务专线 0357－3323322，
并在问询处和售票窗口摆放爱心服务
卡，对有需要重点服务的旅客，只要出
示此卡，即可享受提前进站、候车、上
车、下车及中转全国等服务，在一楼候
车室还配备有轮椅、担架等器械，营造
了温馨的出行环境。

出行旅客少了 便民举措多了
本报记者 韩晓芳

护航春运 温馨服务
本报记者 孙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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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机场临汾机场

今日关注

1月27日，新增4个中风险区，分
别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对青山镇，呼兰区长岭街道，道外区
新一街道，道里区建国街道。

调整 7个中风险区为低风险区，
分别为：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区新华苑
小区，长安区国赫红珊湾小区，长安区
保利花园B区，长安区博雅盛世小区
E区，高新区太行嘉苑小区，新华区尚
金苑小区，鹿泉区银山花园新区小区。

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9个，中风
险地区73个，分别为：

高风险地区（9个）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

社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
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全域。
河北省邢台南宫市全域。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全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裕田街道。
黑龙江省海伦市永富镇东大村。
黑龙江省海伦市永富镇众发村。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
中风险地区（73个）
北京市（2个）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

镇北石槽村，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
上海市（4个）黄浦区昭通路居民

区（福州路以南区域），上海市中福世福
汇大酒店，宝山区友谊路街道临江新村
（一、二村）小区，黄浦区贵西小区。

黑龙江省（39个）
齐齐哈尔市（1个）齐齐哈尔市昂

昂溪区大五福玛村。
哈尔滨市（22个）香坊区香坊大

街街道办事处香中社区古香街12号，
香坊区新成街道，大庆路街道办事处
电塔小区101栋7单元，和平路街道办
事处风华社区石化小区9栋6单元，上
东社区万象上东小区E栋 2单元，呼
兰区兰河街道，呼兰区呼兰街道，呼兰
区公园路街道，呼兰区腰堡街道，呼兰
区建设路街道，呼兰区康金街道，呼兰
区萧乡街道，呼兰区长岭街道，利民开
发区利民街道，利民开发区裕强街道，
利民开发区南京路街道，利民开发区
利业街道，利民开发区对青山镇，道里
区工农街道，道里区建国街道，道外区
巨源镇。道外区新一街道。

大庆市（1个）大庆市龙凤区世纪
唐人中心小区2栋1单元。

绥化市（15个）安达市圣世家园

小区，安达市淮阳人家小区，安达市
润达学府苑小区，安达市金税小区，
安达市华庭二期小区，安达市民政高
层小区，安达市审计局家属楼小区，
安达市工商银行家属楼小区（含工商
银行办公区），海伦市永富镇思源村、
海伦市永富镇同发村、海伦市丰山乡
丰庆村、海伦市丰山乡丰山村、海伦
市丰山乡丰荣村、海伦市福民乡永兴
村、海伦市伦河镇锦绣嘉园小区。

河北省（23个）
石家庄市（21个）裕华区晶彩苑

小区、裕华区东方明珠小区、裕华区卓
东小区、裕华区十二化建小区 16、17
号楼、裕华区海天阳光园小区，长安区
简筑家园小区、长安区前进村、长安区
普和小区南院、长安区建明小区、长安
区保利花园D区、省胸科医院公寓，高
新区赵村新区小区、高新区同祥城小
区C区、高新区和合美家小区，栾城区
卓达太阳城希望之洲小区，河北城建
学校家属院，正定县冯家庄村、正定县
东平乐村，平山县防疫站小区，平山县
访驾庄村，赵县任庄村。

邢台市（1 个）隆尧县烟草家园
（烟草公司家属院）。

廊坊市（1个）廊坊市固安县英国
宫5期。

吉林省（5个）
长春市（1个）长春市二道区鲁辉

国际城荷兰小镇小区。
公主岭市（1个）公主岭市范家屯

镇全域。
通化市（1个）通化医药高新区奕

达小区。
松原市（2个）松原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农小区 7号楼，宁江区善友镇新
屯村。

一、上述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入临
须持有效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并
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
备，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请公众密切关注，及时掌握
国内高、中风险地区疫情的动态变化
和病例的行动轨迹，如非必要，不要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三、请公众务必提高警惕，发现
来自于中、高风险区域入临人员没有
落实健康管理措施，请及时举报，举
报电话0357-2091131。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室

2021年1月27日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本报讯（通讯员 郭丽丽）近日，临汾移动积
极开展舒心、暖心、贴心的“银发服务”，帮助老年
客户更好融入 5G 时代，畅享智能化应用带来的
便利。

据了解，临汾移动已在23个营业厅增设“老年
客户爱心专席”“爱心座椅”，由专人引导并提供一
对一温馨服务；同时根据老年用户实际需求，主动
优化服务流程，为其推荐适配套餐或活动。除此之
外，临汾移动对进入营业厅的老年用户（尤其是办
理入网的老年用户）加强核实和宣传，确保是其本
人使用电话卡，以防电信诈骗。

临汾移动

“银发服务”暖心上线

1月27日，市民在市区尧丰市场采购水果。临近年关，尧丰市场精心组
织货源，做好运输调配，确保市场供应稳定。 本报记者 魏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