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记者

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9月 19-23日，

2022年“羊城邀约”港澳青年就业创业

交流活动周顺利举行。 作为活动周重点

活动之一，2022年“阳光就业”粤港澳大

湾区专场招聘会暨“羊城邀约”港澳青

年就业招聘活动于9月22日在暨南大学

南门广场举办。

据了解，此次招聘活动是今年下半

年广州市“阳光就业”高校毕业生系列

招聘活动的第一场线下招聘会。 活动吸

引全市数十家用人单位参会， 提供约

35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为广州市2023

届高校毕业生、有就业意愿在广州就业

的港澳青年、往届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失业青年等青年

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

“云逛会”激活多元化就业场景

据了解，参与本场招聘会的用人单

位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物医药类技

术产业等行业。 民营企业依然是吸纳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力量，占用人单位

总数的54.17%。 本次参会单位招聘2023

届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达9036元/

月。 本科生薪酬中位数最高的行业是金

融业，达9451元；其次是建筑业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薪酬中位数分别为8733

元和8728元。 研究生薪酬中位数最高的

行业是智能制造业，达13806元；其次是

金融业和批发与零售业，薪酬中位数分

别为13500元和11833元。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下+线上联动形

式开展，即日起至9月30日，高校毕业生

可通过“广州市阳光就业”微信小程序

在线投递简历。 在招聘活动现场，还举

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宣传指导、新闻

与传播行业专场直播带岗活动、就业创

业测评等体验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就业政策咨询、求职方法、简历指导、面

试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指导及服务。

同时，高校毕业生可在活动官方小

程序的“云逛会”直播间中，跟着主播在

线逛会， 重点了解本场招聘会的精选

“好岗”， 通过主播与HR的现场交流采

访，让线上求职者也更好地了解招聘的

岗位详情及招聘要求。 直播中还设置名

企直播探班、 毕业生求职经验分享、就

业创业政策解读等多个环节，为高校毕

业生带来第一手就业资讯。

据了解，广州市人社部门将在9-12

月期间持续举办“阳光就业”高校毕业

生系列招聘活动，近期将在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等10

所高校举办多场线下招聘活动，用人单

位和高校毕业生可登录“广州市阳光就

业”微信小程序了解并参与相关招聘活

动。

促成港澳青年在穗实习及就业

除本次招聘活动外，活动周期间还

举办港澳青年就业交流分享主题沙龙、

新闻与传播行业专场直播带岗活动、

“赢在广州”就业创业测评等活动。

活动周采用“线上+线下”多平台同

步发力，创造多渠道交流场景，打造亮

点纷呈的就业创业活动盛宴，大力促进

港澳青年来穗就业创业。 9月20日，举办

“扬帆湾区” 港澳青年就业交流分享主

题沙龙，近50位港澳青年走进汇丰环球

客户服务(

广东

)有限公司，通过企业代

表分享、留穗港澳学生经验交流、港澳

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与政策宣讲等形式，

让港澳青年更加全面地了解广州企业，

深入了解《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

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等港澳青年发

展扶持政策，进一步促成港澳青年在穗

实习及就业。

用眼建议

孩子过量吃糖会影响视力吗？

中山眼科中心医生表示尚未证实还需研究，遗传与环境是影响视力主要因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康振豪）

日前， 外地一名 20 多岁女孩近视高达

1500 度，医生诊断，其近视加深原因与

过量摄入甜食有一定关系。 对此，很多

家长非常关心，过量吃糖真的会影响视

力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

少年近视防控科专科医生、中山大学博

士许吉萍提醒，过量吃糖影响视力没有

被证实，还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同时，新

学期开学快满一个月，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眼科主任项道满就儿童近视

预防提出建议。

过量吃糖或会影响视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

少年近视防控科专科医生、中山大学博

士许吉萍介绍，目前国内有一些基础调

查研究发现，吃大量甜食是近视的一个

危险因素，过量吃糖的小朋友近视的患

病率会高一点。

她解释，有业内推测认为，过量吃

糖影响视力，可能是糖在代谢过程中会

产生一些酸性物质，酸性物质会与血液

里的钙结合，导致钙减少，而眼睛外墙

组织是需要钙来加固， 加固的能力变

弱，眼轴会延长，从而加重近视度数的

增长。

“过量吃糖影响视力没有被证实，

还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许吉萍表示，如

果只是单纯地吃糖造成钙的流失从而

影响视力，其实只要多晒太阳，多吃含

钙的食物，就可以弥补。 目前过量吃糖

与近视的关系并不直接，但糖吃多了确

实对健康不太友好，会引起肥胖、糖尿

病等， 而糖尿病确实会引起眼睛的病

变。

阳光可以很好保护视力

据介绍，以前初高中是青少年出现

近视的高峰期，近年来小学生出现近视

的比例逐渐增多。 出现近视以及近视度

数加深的主要有两类影响因素：一类是

遗传因素， 如果父母都是高度近视，孩

子出现近视的年龄会比较早，近视后视

力发展会更快， 有可能发展为高度近

视。 另一类是环境因素，看书、写字、做

作业、上网课，有些家长培养孩子下围

棋、弹钢琴等，这些都需要近距离用眼，

容易导致近视。 此外，阳光可以很好地

保护视力， 现在孩子户外活动时间少，

如果在室内光线不佳的环境下做作业，

也会加速近视的发展。

多数普通近视在成年后不再增长

对于近视人群而言，近视的正常增

长速度是多少？ 许吉萍指出，对于已经

出现近视的青少年而言，一般建议半年

去检查一次视力，正常情况下，每年近

视增长速度控制在 50 度以内， 这是相

对安全的范围。

大部分近视人群的视力会在 18 岁

左右达到稳定，也就是说 18 岁以后，低

于 600 度的普通近视人群，近视度数基

本不再增长。 如果在 18 岁以前，出现高

度近视

（视力超过

600

度）

，或者有一些

病理性的近视， 在 18 岁以后近视度数

仍然会增长。

“成年人近视度数基本不再增长，

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保护眼睛了。 ”许吉

萍提醒， 有些个例由于成年后过度用

眼，仍然出现近视度数增长的情况。 如

果成年后， 每年近视度数增长 50 度左

右，这属于异常增长，需要格外警惕。

许吉萍表示，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

年人， 预防近视及避免近视异常增长，

要学会正确用眼， 减少近距离用眼，同

时多晒太阳、多做户外活动，如果做到

这些，近视仍然异常增长，建议去正规

的医院咨询眼科医生。

两岁以下孩子

完全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新学期开学快满一个月，广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眼科主任项

道满提醒，家长应继续重视孩子的

近视预防。 他表示，使用电子产品

学习时， 每学习 30 分钟~40 分钟，

就应该休息、远眺放松 10 分钟。 此

外，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

的时间应该越短。 建议两岁以下孩

子完全不要接触电子产品，并且尽

量避免接触电视。 如果出于非学习

目的的使用， 单次不宜超过 15 分

钟、每天累计不超过 1 小时。

那家长给孩子选择书桌椅时

要注意什么？ 项道满建议家长给孩

子购买可以调节高度的书桌和椅

子， 根据孩子生长发育的情况，及

时地调整桌子和椅子的高度。 此

外，就算桌椅位置高度正常，连续

用眼的时间也不宜超过 30~40 分

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身高

和桌椅高度要匹配，孩子坐姿也非

常重要。“坐姿要‘一尺一拳一寸’，

即眼睛离书本要一尺远，胸部离书

桌要一拳远， 手离笔尖是一寸远。

坐的时候， 身子的上半部要坐直，

头部要端正，目视前方；双手如果

不是在写字的时候，比如听老师讲

课的时候，最好随意地放在身体的

两侧；胸膛要挺起，不能把整个身

子趴在桌子上面； 两腿要平放，跷

起脚和架起腿都是不合适的。 ”项

道满说。

2022年“阳光就业”粤港澳大湾区专场招聘会暨“羊城邀约”港澳青年

就业招聘活动顺利举办

提供约35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9月24日和25日凌晨

荔湾龙溪大道

五丫口大桥

将开展结构检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

讯员 荔宣）

记者从广州市荔湾区

住房建设和园林局了解到，为掌握

桥梁健康状况， 确保桥梁安全运

营， 该局将于9月24日、25日凌晨0

时30分至4时30分， 对五丫口大桥

开展结构检测工作。 桥梁检测期

间，将封闭五丫口大桥广州往佛山

方向桥面交通，佛山往广州方向桥

面交通正常通行。 交通封闭期间，

车辆具体绕行线路如下:

（一）环城高速、京珠高速原计

划从增滘立交出口—经龙溪大道

五丫口大桥往佛山方向车辆，可绕

行海南立交出口—经花地大道南

沙尾桥往佛山方向；

（二） 芳村片区以及经珠江隧

道、洲头咀隧道、鹤洞大桥原计划

经龙溪大道五丫口大桥往佛山方

向的车辆，可绕行花地大道南沙尾

桥或穗盐路往佛山方向；

（三） 龙溪大道广州至佛山方

向车辆可在五丫口大桥桥底调

头—经龙溪大道从增滘立交上环

城高速—绕行环城高速海南立交

桥出口—经花地大道南沙尾桥往

佛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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