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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过条例禁止食用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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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随着西安复工复课、堂食
和景区开放、周边游等逐步恢复，吃
穿住行等生活正在回归常态，西安
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携程恢复省内跟团游
可预订景区超2700家

3月中旬，全省各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恢复省内周边游经营活
动。这也就意味着，陕西人可以出
门踏青赏风景了。携程集团公共事
务高级经理孙为立介绍，随着全国
旅游行业的复苏，网上可以选择的
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携程上已经开
园和可以预订的景区超过 2700家，
还有不少即将开园的景区提供最高
达五折的预售门票。

目前，携程开始陆续恢复2-4日
的陕西省内跟团游，主打品质团、小
团形式，确保游客体验。私家团平
均约 3到 6人，不跟陌生人同团，适
合家庭、朋友，这种形式也受到游客
欢迎，多条省市线路首个订单就是
私家团。仅3月28日、29日两天，携

程、旅游百事通、去哪儿三品牌门店
“通通直达周边游”陆续在陕西、山
东、河北、广西、湖南等地有序发团，
组织本地的一日游、自驾游等，发送
游客人数约 3400人。其中，陕西分
公司在得到当地文旅部门通知，允
许在本省范围内有序出游后，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带领陕西本
地人游陕西。

相关数据显示，自开放以来，目
前收客数量约 1500人，均为周边一
日游产品。目的地有翠华山、壶口
瀑布等近郊景区。

西安盒马客流增长56%
销售额环比上周增35%

倒春寒也阻挡不了西安市民的
消费热情。来自盒马的数据显示，
在 3月 27日-29日的“重新过年”活
动中，西安盒马的销售额环比上周
增长35%，客流增长56%。猫山王榴
莲、波士顿龙虾、盒马×喜茶联名青
团等商品受到消费者欢迎。

据了解，盒马发起“重新过年”

主题活动，是希望大家面对未来能
充满美好的心情，弥补一下春节的
遗憾，让大家过得开心。盒马将居
民新年常吃的中高端食材，通过打
折、发放消费券的方式降价，此次活
动共发放近百万张消费券，消费者
在线上线下均可获得。大龙虾、帝
王蟹、牛排、高端水果、盒马工坊的
半成品菜等近千款优质商品，都可
以享受八五折优惠。

西安盒马总经理沈刚表示，看
着大家推着购物车逛超市，挑选新
鲜的螃蟹、龙虾、活鱼，拿起当日上
架的牛奶，这种以往重复千百遍的
日常，现在看起来莫名感动，就觉得
一切都在好起来了。不少到店的消
费者表示，逛超市的人一多，生活的
烟火气就又都回来了。

数据显示，“重新过年”活动期
间，盒马的榴莲、波士顿龙虾、三文
鱼、蛋挞皮销量分别增长 1147%、
90%、98%、184%。在整体销售提升
时，与生鲜商品大幅增长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方便面不增反降，销量下
降了5%。 （王媚）

③ 4月6日，西安兴庆宫公园内大片的郁金香竞相绽放，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在清明节假期前来赏花游玩。

② 4月6日，顾客在购买清真糕点。人间烟火气最能抚慰
凡人心，沉寂了两个多月的西安回民街逐渐恢复了“烟火气”。
不少店家将餐桌置于室外，采取加大间隔、定时消毒等措施，确
保疫情防控。前来就餐的顾客需要进行健康码扫描、体温检
测，堂食要保持安全距离。尽管游客并不算多，但回民街上镬
气蒸腾、美食飘香，熟悉的吆喝声再度响起。

① 近日，阔别近5个
月的迎宾演出《大唐迎宾
仪式》在西安南门文化广
场再次与观众见面。表演
通过现代声、光、电等技术
与盛唐文化礼仪的融合，
将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
底蕴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人
文风情完美展现，彰显西
安盛唐气质。

“禁野令”5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为内地首个城市

近来，随
着各地陆续
复工、部分省
市中小学开
学，一款自称
具有除菌抑
菌功效的随
身消毒卡开

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推销。而
在电商平台，除了消毒卡，家用自
测试剂盒等产品也受到追捧。对
此，专家表示，购买防疫产品不要
轻信商家宣传，一些所谓的“防疫
神器”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有的甚
至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日本本土消毒卡，可有效阻
止人体半径50厘米范围内的细菌
病毒侵袭，效果持续 30天……”从
上个月起，做日本代购的张女士开
始在朋友圈频繁发布一款日本“消
毒卡”广告，单只售价88元。“卖得

还挺好，有家长专门给要开学的孩
子买，也有一些单位集体购买。”张
女士说，她还留了一些消毒卡准备
自用。而在淘宝平台，一些店铺里
同款消毒卡的月销量多达数千件。

对此，有专家认为，每片消
毒卡所含的二氧化氯气体发生剂
量并不足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有效
浓度，且较低的二氧化氯也会随
着空气流动消失，并不能起到随
身消毒的效果，而高浓度的二氧
化氯则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前不久，一款号称在家就能
自测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检验试
剂盒也开始在电商平台露头。卖
家宣称，在家指尖采血后，只需
要15分钟，就能检测出自己是否
感染了新冠病毒。适用范围上还
特别标明，适用于企业复工、学
生返校、个人筛查等。卖家声
称，单支售价 150元，多买还能

享受优惠。
对此，北京市药监局工作人

员表示，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暂
未有家用版，不要轻信“微商”
的虚假宣传。目前经批准注册的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均需要具
备PCR实验室及专用设备的医疗
机构才能完成检测。

除此之外，诸如乳铁蛋白粉、
益生菌、维生素C等保健品也被一
些商家宣称能够提高免疫力，进而
预防新冠肺炎。

“一些打着防疫旗号的产品其
实属于保健品的范畴，但一些不良
商家想借疫情之机牟利，在广告宣
传上将产品功效诱导到防疫防病，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陕西学高律
师事务所律师刘晶表示，根据《广
告法》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
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
否则即构成虚假宣传。 （曲欣悦）

随身消毒卡、自测试剂盒……

“防疫神器”真的有效还是借机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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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东部某疫情低
风险地区一条步行街上的
个体商户向媒体反映，虽
然已经复工却基本干不了
活，原因是该商铺所在地
周围数条街道上公厕全部
关闭，这些商户有处开业
却无处“方便”。一个小小
的如厕问题竟拖了复工复
产的后腿，实在不该。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
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在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有力有序推动复工
复产提速扩面，积极破解
复工复产中的难点、堵
点，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复
工。当前，地方政府部门
在推动复工复产时，眼里
要有形势，肩上要有责任，
心里更要有一份对老百姓
的情感。

厕所虽小，却是不容
忽视的民生大事。推动
复工复产提速扩面，离不
开公厕等基础设施的正
常运转。对达到复工复
产条件的地区，政府部门
不妨主动检查盘点一下
复工复产的软硬件条件
是否具备，要让服务跟上
需求。

目前，不少地方在推
行帮助中小企业的“春风
行动”。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地方政府部门对
达到复工条件企业、个体
户的帮扶要全心全意，要
瞄准市场主体的需求，在
服务上打出提前量，而且
要心到、眼到、手到，把推
动复工复产的好政策变
成实实在在的好措施送
上门去。

春风送去的有政策、
有措施、有帮扶、有关怀，
那么春风拂过的地方一
定会唤起蓬勃的生机。

（毛振华 王井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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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本年度最大满月，即
“最大最圆月”于4月8日现身天宇。只要天气晴好，在
温暖的春日，我国各地公众均可在今晚欣赏到“超级月
亮”天文美景。

根据天文精确推算，今年 4月 8日 2时 9分月球过
近地点，此时月地距离为 35.69万千米，比月地平均距
离 38.44万千米近了 2.75万千米，此时月亮视直径最
大；8日10时35分，月亮达到最圆状态，也称“满月”。

每次“最大最圆月”到来都是一次难得的赏月良
机。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
表示，日落后两小时是赏月的最佳时机。

今年“最大最圆月”8日现身天宇

本报讯（王燕）近期，随着西安市高三、初三年级
相继开学，部分参加中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反映，希望
中高考补习机构也能尽快开学。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目前西安市疫情防控总体
情况，结合全市中高考补习机构实际，在市、区县各相
关部门全力做好全市中小学开学准备工作的基础上，
西安市教育部门对中高考补习机构开学工作进行了专
题摸底调研。

4月 6日，西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安的
中高考补习机构开学要在保证师生健康安全的前提
下，坚持“准备到位一家、同意开学一家”的原则，各区
县（开发区）教育、卫健防疫等部门负责指导各补习机
构做好开学准备和疫情防控工作。各补习机构要提前
做好准备，要达到疫情防控要求，并报经区县（开发区）
相关部门验收评估合格后方可开学，要持续做好开学
后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到防控到位、万无一失。

西安中高考补习机构
准备到位一家 同意开学一家

4月7日，在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灞桥大
队，战友们向“昨日走下抗疫线，今天捐血去救人”的民
警边龙龙（中）赠送鲜花。

当日，陕西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与灞桥大队，联合为边龙龙举行了采集造血干细胞的
简朴欢送仪式。至此，边龙龙成为陕西省第214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2020年全省首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景智 摄

人心难化，遂立法以束之。非典和新
冠病毒的中间宿主，目前研究都直指野生
动物。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越来越
高，立法也已经被提上议程。

3月 31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
《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5月1日
起施行。

深圳也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立法禁食
猫狗的城市。

深圳立法亮点何在

说一千道一万，既然国家和广东省都
出台了相关决定和法规，深圳动用特区立
法权制定的这部“深圳版禁野令”到底“特
别”在哪里呢？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第
二条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它在野
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以
及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

面纳入禁食范围。
在此基础上，还明确禁止食用用于科

学实验、公众展示、宠物饲养等非食用性利
用的动物及其制品。 主要是考虑到这些
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有其特殊的饲养目的
和饲养方法，在检验检疫标准上与供食用
的动物不同。

同时，猫狗作为宠物，与人类建立起比
其它动物更为亲近的关系，禁止食用猫狗
等宠物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
等地区的通行做法，也是现代人类文明的
要求和体现。

可食用动物“白名单”——《条例》第三
条规定可以食用的陆生动物包括：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的猪、牛、羊、驴、兔、
鸡、鸭、鹅、鸽、鹌鹑和该目录所列其它以提
供食用为目的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依照
法律、法规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

这样立法更具备实操性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不制定出详尽明
晰的禁食名录？这样法律不是更容易操作
吗？要知道自然界有 150多万种野生动
物，我国自然分布的野生脊椎动物有
7300多种，还有数量庞大的野生无脊椎
动物，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大原则

下，无法通过一一列举制定“禁止食用动
物目录”。

为什么要规定可食用的动物范围？这
个“白名单”有法律强制力吗？《条例》在“目
录”的范围内，列出了 10种市场上主要销
售、市民普遍食用的家禽家畜。一方面，便
于市民更加直观、清楚地知道哪些动物可
以食用，不需要专门去查询“目录”；另一方
面，也起着引导和导向的作用。

特区处罚有多严厉

《条例》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变通优
势，结合深圳实际设置了比相关上位法更
加严格的法律责任。

首先加大对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相关行为的处罚力度，如对食用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行为，《条例》规定处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上30
倍以下罚款，对比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处
罚幅度和额度都有所提高。

其次适当加大对与食用禁止食用的野
生动物相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如对违法提供场地或者交易服务的，规定
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
下罚款；以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名称、
别称或者图案制作餐饮招牌和菜谱的，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等。
此外，违反《条例》受到行政处罚的，违

法行为信息还将被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
统，由相关部门依法对其实施惩戒；构成犯
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人大代表和专家这样说

深圳市人大代表李继朝表示，“我建
议立法更加严谨，对于可食用名单之外的，
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禁止交
易、禁止食用，防止有人打擦边球。不然的
话，会给以后的执法管理留下一些空白点
和难点。”

深圳市疾控中心食品安全与营养卫生
所副所长刘建平认为，摄入野生动物与家
禽家畜一样，主要目的是提供人体所需的
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和 B族维生素等。
医学界早有共识，没有证据表明野生动物
比家禽家畜在蛋白质等方面有优势。

那么这次法规中“白名单”中列出的可
食用动物，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营养需求
吗？ 刘建平表示，这些远远可以满足人们
的日常需求，“根据中国营养学会颁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只要你一天摄入的
禽畜类肉食品达到 40-75克，就可以满足
人体的需求了。” （党文婷 严圣禾）

③③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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