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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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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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黄垚）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许多劳动者不畏炎热，坚守岗位。图为工人在江苏无锡经开区的一处住宅小区建设工地上施工。 新华社发

◀在中建八局承建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项目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施工间隙补水。 新华社发

近期高温天气
为何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比上年增长1%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魏玉坤）国
家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
量14739万吨（2948亿斤），比上年增加143.4万
吨（28.7亿斤），增长1%。其中，小麦产量13576
万吨（2715亿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格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力度，克服冬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
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现增产丰收。”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
2022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530千公顷（39795
万亩），比上年增加92.1千公顷（138.2万亩），增
长0.3%，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全国夏粮单产
5555.6公斤/公顷（370.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34.9公斤/公顷（2.3公斤/亩），增长0.6%，其中小
麦单产5912.3公斤/公顷（394.2公斤/亩），增加
43公斤/公顷（2.9公斤/亩），增长0.7%。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幅提高，一是气
象条件总体有利；二是多项措施精准发力，如针对局
部地区疫情影响，及时打通农民下田、农资到店、农
机上路等堵点卡点，推动春管夏收有序开展；三是生
产条件持续改善，近年来，各地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农田基础设施
条件，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促进粮食单产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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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3.3%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申铖 王悦

阳）财政部14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05221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
后增长3.3%，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663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1.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7558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9%。全国税收收入85564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增长0.9%，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4.8%；非税
收入196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半年，国内增值税
19136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0.7%，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5.7%。国内消费税9547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企业所得税28388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个人所得税7847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288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630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257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2796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4%；全国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48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31.5%。

1至6月我国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2.9%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戴小河）国家
能源局14日发布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全社
会用电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5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3%；第二产业
用电量274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第三产业
用电量6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6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51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4.7%，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14.7%。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第二产业用电量4949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0.8%；第三产业用电量1351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4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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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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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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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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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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岁开始上网课，“小眼镜”越发低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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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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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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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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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龄上网课，眼睛“伤不起”A 网课时间长，运动却没时间B

需共同守护儿童的健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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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我国大范围持续高温事件的典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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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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