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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动车段组织对管内高铁线路周边的异物进行排
查清理，防控设备设施失管失修和异物遗留、上
线等重大隐患，为 2020 年春运创造良好的铁路安
全环境。 王曙天 摄

近期，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工务
段党委强化思想教育，组织党员深入管内红色教育
基地开展爱党爱国教育，引导全体党员为“交通强
国、铁路先行”历史使命作出贡献。图为该段建河
桥隧车间党总支组织党员前往陇海线宝天段上行
线K1329+200处祭扫烈士纪念碑。 闫陇辉 摄

入境144小时免签 让西安向国际旅游枢纽迈进
国务院批准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西安航空口岸过境免
签停留时间延长至 144小时。这意味着外
国人在不提前办理签证的情况下，免签停
留时间延长一倍，可在西安、咸阳区域内
停留6日。

承载着汉唐盛世的古长安，曾是历史
上最繁华的都城，引得各国使节前来朝
拜。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如今
在中西部联动与对外交流方面同样扮演
着重要角色。

正因如此，国务院批准自2019年12月
1日起，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西安航空口岸
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至 144小时，免签
入境外国人停留范围限于西安市、咸阳市
行政区划范围。据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重点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的 4个
城市，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
市，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这一消息为西安的入境游发展带来

重大利好，让入境游前景更为广阔。
2014年 6月起西安实行了 72小时免

签。5年后，西安实行 144小时过境免签，
意味着外国人在不提前办理签证的情况
下，免签停留时间延长一倍，可在规定区域
内停留6日。 此前，我国京津冀、江浙沪地
区和沈阳、大连、广州、厦门、青岛、武汉、成
都、昆明等地已先后获批实施 144小时过
境免签政策。

入境外国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游客快速增加。这一新政的实
施，将为外国游客提供一个完整的旅游周
期，西安对外旅游与交往无疑会迎来更大
的机遇。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过境免
签时限从 3天增加到 6天，对通过联程航
班过境中国的旅客非常有吸引力。从京
沪等地实施该政策以来的历史数据看，
购买联程机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的游
客比政策实施前增长了 2倍以上，对当地
的购物、酒店住宿和景点观光都带来了不
同程度的拉动。

近年来，西安大力推动“文化+”“旅
游+”战略。 2018年，西安市共接待海内外
游客 2.47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 2554.8亿

元 ，旅 游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8.74%。2019年国庆假期，西安共接待游客
1736.74万人次，收入 151.87亿元。在入境
旅游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西安正在向国
际旅游枢纽城市大步迈进。

日前，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响应，
认真谋划，发布了最新的西安入境旅游线
路，所发布的线路中包含了西安经典“一日
游”，城市博物馆精品游、历史文化3日游，
历史文化、美食体验、自然风光 4日游等线
路，让入境游客有了更多的选择。对于初
次来华的外国游客来说，这些体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旅游项目颇具吸引力。

陕西省社科院文旅研究中心主任张
燕认为，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起点、“一带一
路”重点城市，联通东西方文化的完美接
轨点。实行 144小时免签政策，有利于推
动西安口岸功能的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在陕西的流动，对
于我省的对外开放，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将
产生有力的助推作用，进一步提高西安的
国际影响力。

可以相信，这 144小时不仅仅是一次
旅行，更可以送给世界一个值得期待的
长安。 （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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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到人 举报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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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握紧泡着枸杞的保温
杯、90后为大步后退的发际线忧
愁、00后开始划养生重点……”
诸如此类的调侃，近段时间在
社交媒体上屡见不鲜。博人一
哂的戏谑背后，折射出当前青
年群体有失偏颇的生命理念。

譬如有的年轻人四体不
勤，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
不站着，喝水靠饮料、吃饭靠外
卖；有的年轻人工作不久，体检
报告就提示有罹患糖尿病风
险，却依然钟情碳酸饮品；有的
年轻人不知利害，居然空腹参

与健身活动，低血糖带来的种
种不适令人担心。

何况，生活中还有太多诱
惑让年轻人“熬夜爆肝”。想以
合适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美妆潮
鞋，“秒杀价”半夜上线；想在朋
友圈中炫耀最新款数码产品，
预购通道凌晨开放；想拥有更
高等级的游戏装备，午夜时分
经验翻番。

“ 夜 经 济 ”不 是“ 熬 夜 经
济”，活出精彩不是折腾自己。
当生命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
损耗时，再多的养生常识、生活
窍门都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
式的精神安慰剂。潮流爆款、
数码设备、网络游戏，终有一天
会沦为明日黄花，但潮水退去，
唯有健康还在“裸泳”。

有 所 不 为 ，而 后 方 能 有
为。学会左右自己的欲念而非
被欲念所左右，是当今年轻人
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人的精力
终究有限，工作、休息、社交活动
总要有所取舍。精神饱满应对
工作与生活尚且力有不逮，一脸
疲态又岂能招架现实的压力。

人生固然是一场漫长的马
拉松，但关键的往往只有那么
几步。挨过疲劳点、扛住撞墙
期，人生格局自然别开生面。
60 岁的年纪拥有20岁的心态，
远好过20岁的年龄拥有60岁的
体格。这就需要从年轻时就打
下坚实的健康基础，为自己存蓄
起一方源远流长的生命活水。

左手养生，右手放纵，生命
不应如此撕裂。

年轻人，生命不应如此撕裂
·萧海川·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经修订后，从2019年12月1日施行，将按照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的要求，强化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

11月9日，中建二局二公司第六届
职工运动会（西北地区）在西安举行，
130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运动会，践行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理念，进一步
促使他们热爱生活，努力工作。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11月 1日下午，陕建七建集团
市政路桥公司西安办事处收到了一
份特殊的礼物——一面印有“舍己
为人传播人间大爱 品德高尚彰显
七建风采”的锦旗。这是陕西盛鑫
工程公司为了表达对北辰东路项目
部全体人员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
危，及时挽救了该公司两名员工生
命的感谢。

9月 30日下午 15时，市政路桥
公司北辰东路项目部在为
西安市灞桥区北绕城“断
头路”的竣工验收做最后
的收尾工作，正在大家干
得如火如荼之时，马路对
面忽然传来了急迫的呼救
声，在现场指导施工的项
目经理王小川、王博根据
多年的施工经验瞬间判断
出，对面应该是出大事
了！随即他们立即号召项
目部全体 9名人员奔向对
面施工现场帮忙施救。原
来，是在3米深的水表井里
有两人因缺氧而导致重度
昏迷，一名是清理地下水
表的现场工人，另一名是
下井进行施救的现场负责
人，因为没有现场急救的
经验，下井之后不到2分钟
也失去了意识。这种突发状况吓呆
了围观的人，没人再敢下去救人。

这时王博作出判断，此种情况
是因为井下
严重缺氧造
成人员窒息，
必须立即施
救，否则后果
不 堪 设 想 。
在与项目成

员就事态严重性进行了简短的说明
后，他立即组织人员绑好安全绳，同
时采取将矿泉水浇透全身在井下获
得氧气的方式，分组进行下井施
救。第一组施救人员刚刚下井后便
感到严重缺氧、眩晕，于是紧急被施
救人员拉上地面，同时调整营救方
案。第二组人员不仅浸湿衣服，用
湿衣服捂住鼻子和嘴巴，还调遣了
洒水车向井下喷水，在获得稀薄的

氧气后，施救人员立马开
始对先前下井已经心脏骤
停的人员实施心肺复苏，由
于井内氧气稀薄，二组施救
人员在感到不适时就立即
撤回地面进行休息。第三
组施救人员下井后，一名负
责对昏迷的两人分别做心
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另一名
负责将安全绳捆绑住昏迷
人员，准备拉上井。但是因
为昏迷的两名人员体型肥
胖，且昏迷后身体柔软，在
刚刚起身后安全绳脱落，随
即第四组施救人员下井对
昏迷人员重新捆绑，确保其
全部上井后，营救人员才从
井下离开。

整个营救过程大概用
时十分钟，当昏迷人员到

达地面后，120急救车也赶到了现
场。事后大家也得知因为现场抢救
及时、方法得当，目前两人都已脱离
生命危险，正在康复中。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救援如此
高效紧凑，与七建集团经常开展的
安全急救训练密不可分。在这个寒
冷的初冬，北辰项目部全体人员用
实际行动带给大家温暖和正气。

（王建文 郭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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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阴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秦岭仙峪景区
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关爱大自然·保护大秦岭”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旨在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生
态秦岭、美丽华阴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渭 摄

本报讯（程靖峰 田若楠 何
蓉）日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陕西省
县城建设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各地各
部门依据县城建设指标体系，完
善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提高县城承载力和辐射
带动能力，促进我省县域经济和

县城建设高质量发展。
《办法》设置了《陕西省县

城建设考核细则评分表》，围绕
组织保障、规划设计及管理、城
市基础设施、绿色建筑、资金保
障、城市管理、群众满意度七个
方面46小项对全省县城建设的
各项重点工作进行了细化。

《办法》明确，将县城建设

考评纳入县城建设先进县评选
活动，对排名前十的县（市）作
为年度县城建设先进县报请省
政府办公厅在全省通报表彰，
并给予每县500万元的奖励；对
排名前二十的县城，在老旧小
区改造、园林城市创建、基础设
施补短板项目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和资金支持。

我省对县城建设考评前十名各奖励500万元

本报讯（王赫）近日，猎聘网主办的 2019“非凡雇
主”全国巡演西安站举行，现场揭晓了2019陕西、甘肃、
青海地区“非凡雇主”的获奖企业名单。会上，主办方还
发布了西安中高端人才大数据，多维度、全方位解析了
西安中高端人才的就业趋势和特点。

猎聘大数据显示，2018年第二季度至今年第二季
度，西安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四，为
5.07%。从中高端人才跨地区流动情况来看，流入西安
的人才城市来源TOP5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占比分别为 15.95%、10.11%、
7.51%；流出西安的人才流向城市TOP5分别为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成都，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占比分别为
14.93%、13.90%、8.37%。

2019年 1-9月，西安中高端人才平均月薪为 13456
元。分行业来看，西安房地产行业中高端人才平均月薪
最高，为 14362元，依次还有电子通信、金融、制药医疗
行业，平均月薪超过13000元。

西 安 中 高 端 人 才
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四

为保障“舌
尖上的安全”，让
老百姓吃得更放
心、更健康，作为

“史上最严”《食
品安全法》的配
套法规，《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经修订后，将从 2019年 12月 1日施
行，共 10章 86条。《条例》除按照“四个最
严”的要求，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
任，做到“处罚到人”以外，还细化对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的监管要求，明确不
得对其制定地方标准；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建立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者黑名单制度和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等。

提高违法成本，落实“处罚到人”

《条例》 明确了食品安全的责任到
人，处罚也到人。即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
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
负责，建立并落实本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
制，加强供货者管理、进货查验和出厂检
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食品安全自查等
工作。

《食品安全法》 从 2018年底开始实
施，鉴于其“法律责任”部分条款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条
例》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说明，规定

“处罚到人”，并首次提出对“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要求。即
出现违法行为，除依照《食品安全法》规
定的给予单位处罚外，还将对单位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年收入1至10倍
的罚款等。

实行巨额罚款，建立黑名单制度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张茅表
示，实施最严食品安全监管，还要对故意违
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实行巨额罚款，
强化刑事责任追究；建立巨额赔偿制度，加
大对消费者的直接赔偿力度。

可以说，《条例》在“法律责任”上覆盖
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个方面，将食品生
产经营者，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对
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
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集中交易市场
的开办者、食品展销会的举办者，编造、散
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等囊括
其中。并规定，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
的食品检验机构出具食品检验信息，或利
用上述检验信息对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
进行等级评定，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罚款等。

同时，还将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严重违法生产经
营者黑名单制度，将食品安全信用状况
与准入、融资、信贷、征信等衔接，及时向
社会公布。

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条例》强化了食品安全监管，要求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体
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并可采取随机监督
检查、异地监督检查等监管手段。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条例》多
项条款均提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
监管职责，体现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与其
他部门的合力监管，共同建立食品安全风
险的监测会商制度。强调了乡镇、街道办
的作用，意味着监管资源下沉，这有利于提
高消费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但
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县级以下的监管仍需

“打通最后一公里”。
除了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强化监管，

食品安全治理的另外一大难题是“发现
难”。不过，再隐蔽再狡猾的不法行为，终
究需要企业员工去完成，经营者骗得了消
费者和监管者，却瞒不过企业内部员工。

国外有“吹哨人”制度，即食品药品企
业员工受到外部激励，在道德感和利益的
双重驱使下，站出来举报企业的不法行
为。而我国近年来曝光的一些重大食品
安全事件，如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上海
染色馒头事件、上海福喜事件等，举报人
都是企业的内部员工，他们从违法生产线
上的一员变成了食品安全的维护者。

《条例》也明确，国家实行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对查证属实的举
报，给予举报人奖励。举报人举报所在企
业的食品安全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加

大奖励力度。有关部门对举报人的信息
要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而
举报奖励的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预算。

强化特殊食品监管，确保安全标准统一

近年来，保健品、婴幼儿奶粉等产品出
现假冒、标准不一等问题，备受公众的关
注。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周石平
说，目前保健食品市场的主要问题是虚假
夸大宣传，甚至吹嘘成神药，欺诈消费者。

《条例》规定，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不
属于地方特色食品，不得对其制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
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而生产经营转基
因食品的，应当进行显著标示等。

刘俊海说，《条例》禁止对保健食品制
定地方标准，从而避免了地方标准之间的
散乱差情况，确保了食品安全标准统一
性。明确将婴幼儿配方食品等作为监督检
查重点，要求不得对其以选择性添加物质
命名等，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

《条例》同样规定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备案办法。要求食品生产企业不得制定低
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要求的
企业标准；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企业标准的，
应当公开，供公众免费查阅等。刘俊海认
为，企业标准公开意味着通过接受社会监
督，倒逼企业“你追我赶”，食品安全标准高
的企业自然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从而
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李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