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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7月 1日上午，拟举
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西安奥体
中心体育场和游泳跳水馆正式完成竣工验
收，算上 5月 30日竣工的体育馆，这标志着
坐落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西安奥体中心“一
场两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从空中俯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一
朵巨大的“石榴花”映入眼帘。据施工方
介绍，28瓣“石榴花花瓣”中，共有 7种不同
的造型，屋面高差达 10米，起伏不平。这种
奇特造型导致体育场异形结构多达 6020
块。为将设计师的理念精确还原呈现，项目
采用“BIM+3D 扫描”技术深化设计，每个
梁、柱构件变成了施工方手中的一条条丝
线，BIM中的坐标点就好比是一个针孔。最
终，施工方以亚毫米级的精度“穿针引线”，
一针针“缝合”出“外衣”的形状和外观。

当天，由陕建集团承建的西安奥体中心
游泳跳水馆项目迎来“首秀”，陕西省跳水队
运动员在此一试身手，这是一次对西安奥体
中心游泳跳水馆各项功能、设施的全面检验。

据了解，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承担

全运会游泳、花样游泳和跳水项目的比赛，
总建筑面积 10.3 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
4000多人。施工中，陕建奥体中心游泳跳
水馆项目部先后攻克了空间双曲面跳台
双层模板、大型钢桁架屋盖滑移、一次成
型结构闭水高精度比赛池等一个个技术
难题，并形成了多项国家级以及省级技术
创新成果，有力地提升了游泳跳水馆的质
量水平。建设过程中，全程践行绿色、环
保、生态的建设理念，运用了一批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使游泳跳水馆更具绿色
底蕴和科技感。首次采用了预制清水混
凝土技术，一次浇筑成型，直接达到装饰
效果。除此之外，在游泳跳水馆建造过程
中，节能环保的理念贯穿其间：场馆拥有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馆内有为泳池预热
的空气源热泵，热泵能通过余热回收的方
式给水加热，从而降低能耗。

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属国家甲级
体育建筑、国标二星级绿色建筑，通过菱形
柱廊与玻璃幕墙的虚实结合，蕴含鼎盛中
华的寓意，展现建筑光影之美。

西安奥体中心竣工交付
迎来跳水“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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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高空冷平流
和低层切变共同影响，我省
云量较多，未来几日多地将
出现降雨，主要集中在陕北
南部、关中和陕南西部。

预计 4 日：全省阴天，陕北有小雨，局地
中雨，关中有小雨或阵雨，陕南大部分地方
有小到中雨，陕南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
雨。5日：全省阴天转多云，陕北东部有阵雨
或雷阵雨、宝鸡南部、陕南大部有阵雨，陕南
南部局地有中雨。

全省周末将迎雨水

本报讯 为缓解宝鸡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
的现状，根据《宝鸡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
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经市政府批
准，宝鸡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决定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571名。

年龄在 18周岁以上 35周岁以下，学历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部分岗位退伍士兵可放
宽到高中）人员可报考。

具体可登录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宝鸡市公安局网站和宝鸡人事培训考试
网查询《职位表》；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和网
上资格审查的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报考
人员可在 7月 6日 8时至 7月 9日 8时在宝鸡人
事培训考试网（http：//www.bjrsks.cn）注册报名。

宝鸡将招聘571名辅警

现任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刑警大
队五中队中队长的杨帆，不仅被“公安部
刑侦局审讯人才库”吸纳为审讯专家库人
才，先后两次被省政法委评为全省人民满
意政法干警，2019年被评为“三秦最美人
民警察”，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还先
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次。

一直在努力
2018年以来，杨帆先后负责多个专

案组工作，从公安部部督“D37国保专案”
“特大张洪林组织卖淫案”的成功侦办，
到“苟少森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张世
衡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顺利破获，
横跨了多个警种、多类别案件，甚至在
同一时间负责两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件的侦办。 2019 年底，汉台分局根据

公安部的要求，率先成立了反诈中心和
反诈专业队，杨帆被任命为负责人。

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反诈中心迅
速投入实战，在疫情期间连续破获大要
案件，打掉团伙五个，其中有两起案件
已经报批公安部部督。

“我们的执着坚守，只为百姓平
安！”杨帆说。 为此，他一直在刑警岗位
上敬业奉献。

一直在探索
杨帆办理的案件性质多是系列跨区

域团伙案件，侦查办理周期长，嫌疑人均
为跨区域流窜作案。他将任务分解细化
到每一个人，遇见的每一起案件所有民警
都得上案，集体讨论研究，要求每一名民
警务必对本队的所有案件做到心中有数。

“这既是一个相互协助的过程，也是
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只有
全队上下形成合力，才能取得圆满成
绩。”杨帆说。

2018年以来，杨帆带领五中队参与
多个专案，把经验带到了专案组，将多起
大要案件一举攻克。

一直在思考
“带队伍、打硬仗是刑侦工作的第一

目标。”杨帆说。为了带出一支强队，他
不断思考。

在队伍管理方面，他采取严格的奖
惩考核方式，组织形式多样的警营文化
活动，激发队伍的最大潜能，使队伍处于
蓄能蕴势的战时状态。他对中队的每一
名民警都严格要求，在全队树立“队兴我

荣，队辱我耻”的意识，形成了比成绩、学
技能、赶工作、超先进的良好工作氛围。

杨帆常说，“执法越规范，对民警越
是保护。”为了强化案件的审核把关，
他实行案件“三级审核”制度，每一起案
件都要由办案民警、法制员，以及他本人
审核把关，确保案件不出现纰漏。

本报记者 牟影影

——记汉台分局刑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杨帆

执着坚守只为百姓平安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7月 2日，记者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7月 1
日，经省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
的通知》，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政策实施期限。
《通知》明确，我省免征中小微企业及

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三项社会保
险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12月底；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办非企
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三项社
会保险单位缴费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6月底。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
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单位缴
费部分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和单位缴费部分利息。以单位方式参
保的个体工商户可参照执行。

《通知》提出，2020 年，我省继续以
2018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62412元）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下
限，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
暂缓缴费。

《通知》要求，各市（区）要严格按照规
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执行，
抓紧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
位。要加强基金运行监测，强化基金收支

管理，做好基金筹集和调拨使用，确保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经初步测算，自 2月份政策实施以来
预计为企业减负304.6亿元，其中为中小微
企业减负 271.29亿元，进一步帮助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

以个人身份参保、2020年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底
前补缴 2020年度未缴费月度的，缴费基
数在 2021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
自主选择。

弘扬劳动精神
奋力追赶超越
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篇

陕西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实施期限
本报讯（凌旎）7月2日，是第8

个全国低碳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对外发布了全省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进展及成效。据了解，“十三
五”期间全省万元 GDP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15年累计下降 21%，提
前完成18%的目标任务。

“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同
时，陕西的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双赢。”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张清香表
示，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发展
问题，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和全球
低碳转型背景下，提升国家经济
质量效应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陕西加快能源和产
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文化旅游、
金融贸易、互联网、物流网等服务
业加快发展，2019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 45.8%；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也发展
迅速，但能源消费总量被严格控
制。目前，关中地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煤炭消费实现了负增长，
去年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 1871千
瓦，占全省总装机的30%。

在积极增加森林碳汇（森林
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方面，陕西省在 2019
年完成造林面积 838.41万亩，化肥施用量同比下降
0.3%，农药量同比下降 3%，全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全省秸秆利用率达到
91%以上。延安开展退耕还林，安康发展山林经
济，商洛打造气候适应性城市，各地市也在积极探
索低碳城市的建设。

除此之外，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计划建成中
国第一个百万吨级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示范项目，目前已完成 36万吨项目科研报告；陕西
彬长矿区大佛寺井田瓦斯抽采利用等 3个近零碳
排放区示范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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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西安市朱宏主线桥举行通车仪式。
朱宏路（北二环-绕城高速）快速化改造工程，是十
四运的重要交通保障项目，南起北二环，北至绕城
高速，与北三环互通立交顺接，建成后将实现“半
小时出城、一小时出市”。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近年来，网络上有人对一种“加班文化”作出总
结：摸鱼式加班，意思就是领导没有下班，员工也不
能提前离开。在一些此现象较为突出的单位，下班
不走的领导其实也在“摸鱼”，大家心照不宣。

一直以来，加班作为一种常见现象，身处职场的
上班族几乎都无法回避。不少企业鼓励员工加班，
渲染加班者的先进事迹，有的甚至将加班当作一种
良好的企业文化来宣示。

“摸鱼式加班”乃此种背景下进行的没有任何意
义的“表演”，连企业的领导者也参与其中，已经演变
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为在领导面前刷存在
感，混个脸熟，博取好印象，摸鱼式加班愈演愈烈。

“怒刷存在感”的形式主义加班还从线下延伸到了线

上，“朋友圈办公”“微信群加班”蔚然成风。
“摸鱼式加班”不仅损害员工的权益，更危害企

业的整体利益。如此与市场经济和企业良性循环发
展规律相悖的职场乱象，为何难以根除呢？

其一，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现象在社会经济处在
转型时期更易发生，企业管理者倡导加班特别是这
种“摸鱼式加班”无不与“市场环境”有关。其二，保
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具体执行
中也不完全到位，使得“摸鱼式加班”游走于法规之
间。其三，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摸鱼式加班”往
往成为员工面对加班时的“理性选择”。其四，一些
企业领导者的法制观念薄弱，管理水平不高，整体
工作效率较低。

加班不可怕，就怕加班有文化。在许多企业，
“加班就是奋斗”已经成为一句口号，各种“摸鱼式加
班”趁机滥竽充数，玷污真正的奋斗精神。显然，遏
制“摸鱼式加班”，最根本的，还是要正本清源，从消
除企业管理者的认知误区开始。 （姚村社）

新闻新闻新闻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从7月起，“公立医
疗机构经济管理年”启动，时间为期 1年，至 2021年 6月。
该活动旨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
求，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加快补齐内部管理短板和弱项。

活动特别对公立医疗机构加强价格管理、财务管
理等方面提出重点要求。其中，价格管理方面要求：严
禁重复收费、串换项目收费、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自
定项目收费等问题；严禁超范围使用药品和耗材、无指
征入院或过度诊疗等问题；严格药品耗材进销存管理，
严禁设备使用不规范、医疗记录不规范、为患者提供医
疗以外的强制性服务等问题。

“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启动

全省公路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演练比武举行
本报讯（徐立生）7月2日，由省公路局主办，汉中公路

局、陕西省公路应急中心承办的陕西省 2020年度公路突
发事件应急保障演练比武在汉中市举行，共 6支队伍联合
参演，为公路交通部门应对重大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提供了示范。

本次演练以“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比武”
为主题，首次采用比武竞技的实战演练形式，围绕灾情侦
查研判、塌方体清理、圆管涵铺设、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公
路应急车载钢桥架设六个预设科目同步开展模拟抢险。

西安着力打造农贸市场智慧监管平台
本报讯（徐颖 张天棋）近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

息，西安市正着力打造农贸市场智慧监管平台，旨在建立一
个市场开办者、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监管者“四位一体”的
市场监督管理体系，更高效地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据了解，该平台包含市场经营主体信息、“一店一码”信
息、食用农产品市场追溯信息、实时监控信息、检查和巡查记
录信息等。同时，在经营者中推行“一店一码”，即一个经营
者赋予一个信息码。信息码中的信息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
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信息，进货查验记录以及食品快速检测、
信用风险分级等信息；二是交易支付相关信息。由相关部门
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对经营者进行综合评判，根据评判结果
为每个经营者发放红码、黄码或绿码，将食用农产品经营者
的诚信经营状况更加直观地呈现给消费者。

“摸鱼式加班”何以难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