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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江黎）日前，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对
食用农产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粮食加
工品、饮料、水果制品 6大类食品 237批次样品
进行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其中 10批次样品不
合格。对此，相关部门立即开展处置工作，查清
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
制风险。

检测结果显示，西安市长安区亨通发水产店、
汉长城保护区阿明水产店抽检的黄鳝、鲈鱼发现
恩诺沙星超标问题。西安市长安区南院水产店、
西安海之家商贸有限公司抽检的皮皮虾均出现
镉超标问题。随后还发现韩城西韩百惠商贸
有限公司散多味葵花籽糖精钠超标、汉台区前
进中路麦之香蛋糕店绿豆酥防腐剂超标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月 2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近日面向社会招录
15000名消防员，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名时
间为7月20日23时至9月30日18时。

此次招录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增加招录
类型，将招录消防员计划的三分之一用于专项

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二是改进选拔机制，改进
体能测试办法，增加选考科目，充分发挥考生特
长；三是完善培训机制，按照社会青年和高校应
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退出消防员和政府（企业）专职消防员三个类
别，分类组织、按需施训，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国家将面向社会招录15000名消防员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7月 19日，记者从省
气象局获悉，根据最新气候预测，7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总降水量：陕北
60～90毫米；关中 70～110毫米；陕南 90～140
毫米，局地可达 140～220毫米。陕北北部、陕
南东部偏多 1～2 成，陕北南部、关中、陕南西
部偏多 2～5成，局地偏多 5成以上，将进入防

汛防滑关键期。
陕西省气候中心分析指出，我省已经进

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未来 20 天我省将
进入多雨时段，降水过程多、累计雨量较大，
其中关中西部及南部山区、陕南暴雨发生频
次高，需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天气可能引发
的城市内涝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塌方、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汉江流域要关注汉
中段和安康段江河、湖库因强降水引起的洪
水灾害，秦巴山区等地要继续做好山洪地质
灾害防御。

省气象局建议各地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
对防御工作，减少户外作业，保障人身安全，防
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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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抽检237批次食品10批次不合格

近期全省进入多雨时段 要提早加强防范

汉中市洋县黄金峡镇的庙上渡口是个百年古渡口。
为了乡亲们出行方便，71岁的艄公韩文新在这里已经坚守
了60年，并把接力棒移交给二儿子韩宝成。

汉江北岸的黄金峡镇杨庄、韩庄两个村，距离南岸
的镇政府 6 公里，因江面宽阔，多年来群众均靠渡船过

江，否则要绕行很远。少年
时就与爷爷、父亲一起在汉
江上撑船摆渡的韩文新，为
江北两村乡亲们的出行搭起沟通的桥梁。

在父辈的悉心教导下，韩文新 17 岁成为庙上渡口的
“驾长”，根据不同季节的水情总结摸索出多条航线。村民
们有急事，他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有钱过河，无钱也过
河”是韩家的祖训。韩文新坚持为当地群众提供安全廉价
的渡江服务，碰上家庭困难的分文不收。

这些年的除夕，韩文新都会一整天在渡口忙碌，迎来
送往，坚守到深夜。“要是有人因为过不了河，回不了家，我
呆在家心也不安。乡亲们需要我，我感觉比什么都值！”

2018年，韩文新在摆渡时不慎扭伤了脚。为了不耽误
乡亲们出行，韩文新硬是把在南方打工的儿子韩宝成叫了
回来，成为韩家第四代撑船人。

目前，韩文新、韩宝成父子俩交替值班，坚守在渡口。
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现在渡口每天的收入最多不超过百
元，最少时一分也没有。韩宝成说，摆渡的收入比起外出打
工要少很多，但这份乡情难以割舍，实在不愿看到在自己这
一代，乡亲们要过江却没有了船。 袁景智 摄影报道

四代守渡口 难忘乡土情
据新华社电 中国研究团队 7月 20日在英

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论文称，对一种新冠
病毒疫苗开展了 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种
疫苗是安全的，并能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应答。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
程研究所陈薇院士、江苏省疾控中心朱凤才
教授等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临床试验。这个
团队此前已完成了对该疫苗的 1期临床试验，
相关成果也已发表。

相关试验评估了一种腺病毒载体重组新
冠病毒疫苗。据论文介绍，在中国开展的这
项 2 期临床试验中，有超过 500 名志愿者参
与，其中包括 55岁以上人士，与 1期临床试验
相比参与者的范围更大。试验目的是评估这
种疫苗能否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应答以及是否
有足够的安全性，结果显示疫苗在这两方面
都产生了很好的结果。

朱凤才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说，2
期临床试验与 1期临床试验相比，为疫苗在更
大范围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提供了进
一步的证据，这是评估候选疫苗的“重要一
步”，团队目前正在开展 3期临床试验。

陈薇团队新冠疫苗2期临床试验效果良好

据新华社电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全
面开展自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独创
性进行复核。

“近期个别竞赛组织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
题，如评审不严格、涉嫌家长代劳等，造成了不
良影响。”通知要求，在复核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评审办法、评审标准，健全异议处理机制、监
督机制等，对申请参评的竞赛项目严格把关，
特别是加强资格能力审查，实施全程跟踪，坚
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
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
赛造假行为。

通知明确，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必须坚持公益性，做到“零收费”。任何竞赛奖项
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

据了解，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审核通过
的竞赛的管理，严肃查处竞赛中出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情节严重或者经警告、提醒仍不改正
的，将从竞赛名单中移除，并不再受理举办单位
举办竞赛的申请。

任何奖项均不作为入学加分依据
教育部要求加强中小学生竞赛管理

西安影院本周陆续复工西安影院本周陆续复工

本报讯（陈练斌）近日，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
会、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向陕西化建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颁发了《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
全服务能力等级》证书，标志着该公司取得了化工
装置拆除施工资格。

本次申报的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
能力等级评价，是陕西化建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做
出的战略决策，并通过对相关人员培训考核、资料
收集整理及网上申报等工作程序完成的。这一资
格的取得，将进一步拓宽陕西化建的业务范围，增
强其市场竞争力。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取得化工装置拆除施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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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夏明勤）根据国家电影局 7
月 16日发布的通知，低风险地区的电影
院在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可于 7月 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7月 20日为影院复工首日，根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截至 12时，全国已有 654家
影院复工，放映总场次共计 7577场。复
工影院覆盖了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

28个重点城市，以南方城市居多，北京目
前尚无影院开业。按照 2019年底数据，
全国影院数量为 12408家计算，目前复工
影院占比只有 5.2%。

“让顾客先回来”成为很多电影院的
共识。据报道，7 月 17 日 17 时 40 分，成
都和平电影院售出影院复工后全国第
一张电影票，影片为《哪吒之魔童降
世》。影院当天放出 165 张票，网络售
票每张 3.1元。

据了解，疫情期间，西安博纳国际影
城、万达影城、恒大嘉凯影城、欢乐小马
电影城、奥斯卡影城等多家影院都在线
上预售电影票，票价三折且是通票，消费

者可在一年内的任意时间观看任意场
次，还能随时退款。西安预售票房位于
全国电影预售票房城市榜第七位。

截至 7 月 20 日下午，西安的奥斯
卡、中影、博纳等多家大型电影院均未
开放，各影院正在进行恢复营业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包括防疫消杀、设备调试、
隔离防护等措施，将严格保证每场上座
率不超过 30%。

一家影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从业
人员表示，现在是先复工后复产，虽然省
上和市上都下了文件，但多数影院仍难
以在 7月 20日真正复工。原因之一是电
影院属多头管理，具体开业还需所在地

的有关部门同意，等相关部门前来检查，
所有流程走完，才能拿到密钥。保守估
计，到 7月 24日影院才可以开门营业。

由此可见，西安的 135家影院将会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本周陆续开业。

7月 20日，在淘票票APP搜索西安排
片情况时，发现有《误杀》和《第一次的离
别》两部影片在映。其中，放映《误杀》
的影厅为位于浐灞生态区御锦城凯德广
场三楼的长兴银兴 IMAX 影城，当天已
放映完，后续排片暂无场次。放映《第一
次的离别》的是位于阎良的电影院，显示
场次为 7月 21日 10:30至 21:30，共 13场，
票价 23元起。

将严格保证每场上座率不超30%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陕西工人报社对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
行了严格审核，现将报社符合申领记者证人员
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
2020年7月22日-2020年7月28日
监督举报电话:
029-85225382 029-85223101
陕西工人报社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
林 萍 牟影影 王 静 赵院刚

关于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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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翌晨）近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首批
1.3亿元“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资金
陆续发放，可支持全省 39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
放 3.25亿元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涉及 1225户
经营主体。

自人民银行总行创新推出直达实体经济货币
政策工具以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采取多项举
措，推动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精准落
地。截至 2020年 7月 10日，陕西省符合条件的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共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26.9亿元，支持经营主体超 7700户，预计可发放
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资金 10.7亿元。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进一步做好金
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服务，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问题。

我省启动普惠小微信贷支持计划

杨凌：对认定的5G项目奖20万

宝鸡人游宝鸡推介活动正式开启

本报讯（程刚 王姿颐）近日，杨凌示范区发展
和改革局研究提出《关于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杨凌示范区服务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据了解，杨凌示范区将用 15条具体措施进一
步推进示范区服务业转型升级，重点支持科技服务
业、信息服务业、物流服务业等。其中，在大力发展
信息服务业部分，围绕加快 5G建设应用、打造智慧
农业谷、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明确了具体的政
策支持方向，对示范区认定为 5G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且产业化成效显著的项目，一次性奖励 20 万
元。此外，为了保障服务业发展用地，《意见》提出
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在供地安排、土地成本
上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本报讯（鲁鹏飞）7月20日，由宝鸡市文化和旅
游局、金台区人民政府主办，金台区文化和旅游
局、凤县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清凉怡夏宝鸡人游
宝鸡推介活动启动仪式暨凤县文化旅游专场推介
会，在宝鸡团结运动公园举行。

启动仪式上，全面介绍了清凉怡夏宝鸡人游
宝鸡推介活动相关情况，推出了“清凉避暑之旅、
欢乐夜宝鸡之旅、全景自驾宝鸡之旅、宝鸡旅游优
惠活动”等精彩活动。清凉避暑之旅主要推出太
白山、大水川九龙山、关山草原、红河谷、通天河、
麟游县、太白县、凤县等休闲养生、避暑纳凉胜地。

8月初，还将全新升级宝鸡惠民旅游年卡，88
元可以无限次免费游览法门寺、太白山、大水川、
乾陵、龙门洞、通天河等20多家大西线旅游景区。

7月20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东车辆段新丰下行运用车间检车员头顶烈日，认真
检查车辆走行部。入伏以来，该段职工紧盯设备安
全、货运上量等重点工作，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
续稳定。 杨精铨 摄

韩文新韩文新（（右右））为儿子韩宝成检查救生衣为儿子韩宝成检查救生衣

韩宝成帮助过江村民推摩托车上船韩宝成帮助过江村民推摩托车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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