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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道：此
前，从深圳北站到机场，市民一般需乘
坐 4号线转1号线再转 11号线，换乘
比较繁琐，而从 4月起，大家可以坐公
交大巴车从深圳北站直达机场。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线路的快捷
性，深圳机场快线 A2 线自 4 月 1 日
起，对始末站和途经道路等进行调
整，更加契合乘客的出行需求。始
末站由深圳机场航站楼至民治民塘
路总站调整为深圳机场航站楼至深
圳北汽车客运站（深圳北站）。本次

调整，打通了深圳机场与深圳北站
的出行联运，在与地铁在行车时间
做到近乎一致的同时，节省了地铁
换乘的繁琐过程。

据悉，深圳机场快线是深圳机场与
市内各大区的陆路快捷线路，目前已
开通线路 4 条，包括深圳机场与福田
（A1)、龙华（A2)、龙岗（A4)、坪山（A5)
等行政区。

目前，随着“世纪春城”“龙胜地
铁站”站点的设立，满足了龙华区市
民来往深圳机场的出行需求，方便

前往龙华区的乘客换乘接驳。记者
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快线 A2 线从
机场往龙华方向发车时间为 9 时至
次日 2 时，途经站点包括机场地面交
通中心西平台、龙胜地铁站、世纪春
城、深圳北汽车客运站；龙华往机场
方向发车时间则为 4 时至 21 时，途
经站点包括深圳北汽车客运站、世
纪 春 城、龙 胜 地 铁 站、机 场 新 航 站
楼，发车频率为每天双向约 41 班次，
发车间隔早晚高峰期 30 分钟，中间
平峰期 60 分钟。

直达！不用频繁换乘地铁了

深圳北站机场快线开通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双眼视力突然急速下降，即
使戴着眼镜依然视物不清……
14岁少年小石忽然患上一种可
能致盲的眼病，而原因竟然是看
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过敏性鼻
炎。近日，暨南大学附属深圳爱
尔眼科医院接诊了一名圆锥角
膜患者，医生诊断与其因为鼻炎
而用力揉搓眼睛有关。

据介绍，小石从小就有严重
的过敏性鼻炎，经常会随着天
气、季节的变化而出现流鼻涕、
鼻子痒的症状。凑巧的是，每当
鼻炎犯了的时候，小石的眼睛也
会频繁出现瘙痒、不舒服的情
况，用力地揉搓眼睛似乎成了他
的一个日常动作。

早在几年前，小石的父母就
发现孩子有眯眼看东西、频繁揉
眼的不良习惯，视力也出现了下
降的情况，但当时却并未加以重
视，只是带孩子去验配了眼镜。

“近两年来，孩子的近视和散光
的度数发展得很快，眼镜换了一
副又一副。”小石的父母介绍，
与此同时，小石揉眼的动作也越
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大……

今年 3 月中旬，小石的双
眼视力突然急速下降，即使戴
着眼镜依然视物不清，这才引
起了小石和父母的重视。小
石的妈妈带着他来到医院检

查后，被确诊为有一定致盲风
险的眼疾——机械性圆锥角。

“圆锥角膜疾病常见于青
少年，对视力的影响极大，严重
者甚至会导致失明。”接诊医生
介绍，所幸小石的圆锥角膜疾
病还没有到晚期，可以采取对
早中期圆锥角膜治疗安全有效
的角膜胶原交联术，这样可以
很好地控制病情发展。据流行
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圆锥角膜
发病率约为 1/2300，我国现阶
段有65万患者。

近日，小石接受了双眼角膜
胶原交联术治疗，控制了病情的
发展。“圆锥角膜是一种自发的
角膜扩张性疾病，表现为角膜不
断变薄、前突呈圆锥形状及高度
散光。而像小石这样的年轻患
者，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角膜或者
角膜生物力学本就偏软。又由
于长期反复发作的过敏性鼻炎、
角膜炎导致眼睛发痒，不断地通
过揉眼的行为来改善症状，容易
让角膜发生机械性摩擦，从而导
致角膜向圆锥（角膜）的方向去
发展。”

医生提醒，每年春秋季节是
过敏性结膜炎及过敏性鼻炎高
发的季节，一旦出现眼睛干涩、
瘙痒等症状时，应及时到专业医
院进行治疗，切勿通过揉眼来进
行缓解，当心患上圆锥角膜。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
道：4月6日，记者从深圳市轨道
交通办获悉，2 日上午，深圳与
东莞、惠州三市联合召开的关于
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项目建设
指挥部第一次会议在深圳举行。

此次深莞惠三市共聚深圳，
明确了 2021 年建设任务，为项
目建设推进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据介绍，重中之重的好戏是
深圳都市圈计划今年内开工的
城际铁路共5条，包括深惠城际
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深大城际
深圳机场至坪山段，深惠城际大
鹏支线，穗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
口岸段，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
州。接下来，深圳市将重点推动

以上5条城际铁路的开工建设，
为构建大湾区城际快速交通网
络提供支撑。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
路 建 设 规 划 ，深 圳 都 市 圈
2022 年前拟开工建设城际铁
路共 10 个项目，除去上述五条
城际铁路之外，还有穗莞深城
际 深 圳 机 场 至 前 海 段（已 开
工），深惠城际仲恺西至惠城
南段、深惠城际坪地至仲恺西
段、塘厦至龙岗城际、常平至
龙华城际。值得注意的是，除
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
其余 9 个新开工项目拟由深圳
市牵头推进，以上 10 个项目总
建设里程约 351 公里。

10个项目、351公里,深莞惠携手打
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5条城际铁路计划年内开工

深圳宝安机场海关
查获濒危象牙制品和干海马

14岁少年眼痒难耐
“揉”出眼疾险失明

罗湖区面积最大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站开放

每日最高接种量可达1500针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王群、
通讯员林立摄影报道:3 月 29
日，经鉴定，深圳宝安机场海关
在入境旅检渠道查获的 6 件共
0.734千克象牙制品为象科动物
现 生 象 的 象 牙 制 品 ，另 一 批
0.077千克干海马为海龙鱼科海
马属物种干制品，均为濒危动物
及其制品。目前，相关物品已移
交海关处置部门处理。

据海关介绍，根据《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规定，象牙及其制品属于《濒危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CITES）附录Ⅰ的保护物种，属
于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海马及
其制品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
保护物种，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
口证明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
寄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及产
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机场海关查获的濒危象牙制品说
新闻新闻

图

民生 点热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报
道：为提前做好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验收准备、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和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市复查（以下简称“创
三城”）有关监管工作，助力深
圳市通过“三城”创建的验收、
复审、复查，4 月 6 日，深圳市
市场监管局启动 2021 年“创
三城”百日专项整治统一执法
行动。

据介绍，本次执法行动是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2021 年开
年以来第一次大型统一执法
行动，“创三城”工作也是对深
圳市场监管工作的一次彻底
检验，时间紧、任务重。现场，
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和 10个辖
区局共 11 个分会场的执法人
员严阵以待，整装待发，随时
等待智能指挥中心一声令下，
全程联动，奔赴执法现场。

当日，全局雷霆出击，起
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据统
计，此次行动共出动 170 名执
法人员，分别对 44 家农贸市
场、84 家学校食堂（含幼儿园
和校外托管机构）、191家校园
周边餐饮及食品销售单位、83
家“三小”场所展开突击专项
检查。

根据市局“创三城”专项
整治统一执法行动安排，4 月
6 日上午，福田市场监督管理
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诸葛立
鹰带稽查二科、福田所执法人
员，对水围村食品经营主体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打响“创三
城”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第一
枪。福田局此次行动检查了
一家学校周边便利店、一家城
中村餐饮店、一家农贸市场，
其中在学校周边便利店中发
现有 1 名店员无法提供健康
证，针对该情况该局执法人员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责令当事
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其处
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开具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
日前，位于深圳罗湖区东门老街
深圳戏院前迎宾广场的“新冠疫
苗老街接种站”正式开放，这是深
圳罗湖区目前面积最大的一个新
冠疫苗临时接种站。经过严格审
核和专业培训，20多名罗湖区人
民医院及东门街道社康的医护人
员将为市民提供接种服务，目前
该接种点每日新冠疫苗接种量最
高可达1500针。

据介绍，东门是深圳罗湖
区乃至全市的商业旺区，日均
人流量达到 20 万人次。由于
东门街道内仅有 3 家社区医疗
机构承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因此建立了这样一个大型临时
接种点，满足全人群新冠疫苗
接种需求。该接种点设在东门
老街最繁华的商业圈超级文和
友对面，逛完街后即可前往打
支疫苗。

据悉，该接种站 3月 27 日启
动设计，3月 28日开始建设，4月
1日试运行。使用的新冠疫苗由
全省统一调拨，从储存、配送、运
输、使用都有严格要求。疫苗实
行24小时温度监控，市民可以放
心来此接种疫苗。服务时间为每
日 9时至 21时，有接种需求的市
民可携带个人身份证直接前往接
种点排队接种。

深圳“创三城”
百日专项整治统一
执法行动启动

170名执法人员
出动突击检查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摄影
报道：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小长
假，深圳市民外出踏青兴致高
涨。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5 日 17 时，清
明假期三天，深圳市公园总客流
量达 269.78 万人次，日均客流量
达到89.93万人次。单个公园中，
总客流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深圳
湾公园34.93万人次、宝安滨海文
化公园28.22万人次、莲花山公园
19.09 万 人 次 、光 明 红 桥 公 园
10.10 万人次、阳台山森林公园
7.40万人次。

清明节假期期间，各公园共
设置了 358 个疫情防控卡点，引
入机器人测温器、智能摄像头等
新技术、新设备，做到无感测温
防控。针对假期入园市民游客增
多的情况，各公园加强信息发
布，引导市民前往客流量较小的
景点，从源头分散人流，在人流
超限后采取预约入园、限制入园
等限流措施。各公园还加大投入
安保力量，截至4月 5日，全市各
公园共计投入安保人员12242人
次，日均投入安保人员 4080 人
次，较平常增派安保人员比例约

10%。
景区方面，记者从深圳欢乐

谷、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东部华
侨城等获悉，清明节小长假不少
市民外出放松游玩，景区人气不
低。其中，东部华侨城推出的“踏
春度假季”系列活动受到热捧，三
天接待游客5.5万人，成为节庆旅
游度假热门胜地。与此同时，各
大景区防疫工作不松懈，预约出
行，并做好入闸安全检查、红外测
温等，让游客安全游玩。

除了市内休闲，清明节期间
的良好天气和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也为出行旅游提供了
好机会。此外，深圳市交通运输
局统计数据显示，3日至5日清明
节期间，深圳陆海空铁四种交通
工具共到发旅客 202.0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3 倍。其中，公路到
发12.4万人次，水路到发5.1万人
次，民航到发 37.83 万人次，铁路
到发146.68万人次。铁路仍是市
民节日出行首选，其所占比重
（72.61%）持续走高，较去年同期
提高 2.3 个百分点。民航已恢复
至 2019 年同期的 92.72%，在四
种运输方式中恢复程度最高。 清明假期孩子们跟随父母出游

“新冠疫苗老街接种站” 新时代新罗湖 供图

清明假期
深圳公园迎客269万余人次

市民踏青兴致高，358个疫情防控卡点让游客玩得放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通
讯员郑翠香报道：近日，广东省
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春季高考高职
院校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招生（以下简称学考招生）
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

“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考试招
生（以下简称“3+证书”招生）志
愿填报时间为4月9日至12日。

今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深职院”）春季高考招生
包括学考招生、“3+证书”招生、
自主招生（面向中职生）和技能
大赛获奖免试招生四种形式，面
向广东全省招生。其中，学考招
生计划3200人，招生专业81个；

“3+证书”招生计划 1700 人，招
生专业76个。

招生专业增多
招生计划增加

今年深职院学考招生计划
3200人，招生专业 81个，在去年

的基础上，增加了美术、音乐、广
播电视编导类招生类别。学校专
业设置紧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近期教育部公布的《高等职
业教育（专科）招生专业目录》，
新增了集成电路技术、区块链技
术应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金
融科技应用、数字图文信息处理
技术5个招生专业。

“3+证书”招生计划 1700
人，较去年增幅达 50%。招生专
业达 76 个，较去年增加 7 个专
业，音乐表演、中外合作等专业
首次招收中职毕业生。同时，

“3+证书”招生除音乐表演专业
外其他所有专业不限证书种类，
考生可根据自己考核合格的证书
类别、身体条件等，报考相关专
业。

首次实行院校专业
组招生录取模式

今年学考招生和“3+证书”

招生首次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录
取模式，按照考生投档总分排位
情况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在考生
符合专业要求的基础上，按照

“分数优先”的原则。
学考招生专业组分为普通类

3组，美术类1组、音乐类1组、广
播电视编导类1组。“3+证书”招
生专业组分为中职生类 4 组、退
役士兵类 1 组，新疆中职班类 1
组。虽然今年新高考改革，但是
广东省已全面实行平行志愿，根
据平行志愿“一冲，二稳，三保
底”的填报技巧，建议考生将学
校所有符合条件的专业组放在前
面志愿大胆填报，专业志愿之间
拉开梯度，尽量填满，同时勾选
服从专业调剂选项，增加被深职
院录取的几率。

继续开展自主招
生、大赛获奖免试招生

此外，学校继续开展自主招

生、大赛获奖免试招生。自主招
生面向中职应往届毕业生，招生
专业2个（汽车电子技术、云计算
技术应用），招生计划 80 人。技
能大赛获奖免试招生面向获得广
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二等
奖及以上奖项或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中职
学校学生招生，学校所有招生专
业均招收技能大赛获奖免试考
生，招生计划不限。自主招生等
其他春季分类招生预计将在以上
两类招生工作结束后陆续开展，
请考生密切关注深职院招生信息
网相关通知。

据深职院招办负责人介绍，
春季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春季高考进入高
校的考生与通过夏季高考进入高
校的考生性质相同。两类考生除
了在招生方式上不一样之外，考
生入学后在毕业文凭、户口迁
移、奖助学贷等方面的待遇完全
相同。

深职院春季高考招生启动
其中两类招生计划49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