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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拓玲）7月 27日，西安奥体中心志愿服务队上岗
仪式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首批队员于同日正式上岗，将开
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志愿服务活动。

据悉，团市委、十四运西安市执委会志愿服务部联合
国际港务区、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成立首支西安
奥体中心志愿服务队。首批 15 名西安奥体中心志愿服
务队队员，是来自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学子。
学校团委按照奥体中心实际需求，经过层层选拔，最终
从 2000名报名者中确定了首批 15名服务队员，队员们接
下来将协助做好近期各类奥体中心参观交流活动的接
待、引导、讲解工作。

西安奥体中心志愿服务队正式上岗

本报讯（程靖峰）近日，省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截至 6
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49928件，同比增长 16%，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2.92件；上半年全省共办理专利
权质押合同登记 243项，同比增长 3.8%，居全国第六位，专
利权质押贷款金额 15.22亿元。

1月至 6月，韩城、铜川、延安等地专利申请量增长较
快，其中韩城同比增长 332.3%。西安（含西咸新区）专利权
质押合同登记 229件，专利权质押贷款 14.18亿元，专利权
质押合同登记数和贷款金额均占到全省 90%以上，示范带
动作用显著。“陕西省芯片产业发展”等 20个专利导航项
目，“节能环保长寿命等离子体炬技术”等 23个知识产权
评议项目，“大普孵化器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等 18个
知识产权示范众创空间项目，集中立项并启动实施。

我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9928件

7 月 28 日，在西安市秦汉大道下穿铁路立交项目部的
“职工小菜园”里，西铁工程建筑公司的职工正在采摘时
令蔬菜。今年以来，该公司将“职工小菜园”作为“建家”
工作的重要内容，精心制定建设方案，丰富了职工的“菜
篮子”和“菜盘子”。 田家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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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公交保修公司的青
年团员们在西安浐河地铁口开展

“青春迎全运文明我先行”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者对在线营运车辆进行

安全检查、公交站牌擦洗、发放文明
倡议书、清理公交站垃圾，用实际行
动做城市文明的宣传者、文明交通
的参与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

朱仲超 周浩 摄

互联网医疗可以合理利用闲余的医疗资源，避免看
病时排队等待，减缓“看病难”这一顽疾；而且从长远看，
它或将可以慢慢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甚至彻底颠覆患
者的就诊体验。再者，互联网医疗也契合了“互联网+”
的发展方向。总之，互联网医疗具有可期的未来。

然而，目前的医疗体制，也存在制约互联网医疗的
障碍，比如，互联网医疗无法享受医保。国家发改委和
国务院相继推出政策、措施，推动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
报销范畴的进程，这意味着，以后患者在网上看病拿药，
也可以走医保渠道报销。这对习惯互联网医疗的患者，
以及互联网医疗本身而言，都绝对是个利好消息。

如果互联网医疗在医保的推动下蓬勃发展，那么，
我们更需要关注安全。大家知道，互联网医疗打破了

“望、闻、问、切”的医疗常规，无法完整地掌握患者的
病况。因此，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范围做了规
范，也要求互联网医疗过程中，患者向提供必要的电
子检查数据；患者在网上购药时，需出具医生的电子
处方等等。这些措施、规范，都旨在保证医疗的安全。

目前，互联网医疗还存在诸多的漏洞。比如患者
通过互联网医疗就诊，平台违背相关规范，不要求患
者提供过往检查结果或者病历；比如网上售药时，平
台不要求患者提供电子处方，或者不认真检查电子处
方，乃至自己帮助患者造假；再比如，一些互联网医疗
平台擅自拓宽服务范围，等等。以上种种，都对医疗服
务造成了安全隐患和潜在风险。

纳入医保的良性推动，更能促使互联网医疗的发
展，民众当然支持。但是，我们不应忽略互联网医疗存
在的安全漏洞。对于互联网医疗而言，医保和安全不是
鱼与熊掌的关系，二者应该兼而得之。所以，笔者认为，
我们应一方面推动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一方面规范互
联网医疗，堵上医疗过程中的安全漏洞。 （黄齐超）

互联网医疗入医保更应关注就诊安全

购车能享受国家补贴，上路不受机
动车限行的限制，还比汽油车花费少，近
年来，新能源汽车成了行业内的“香饽
饽”。不过，对不少西安车主来说，对购
入的新能源汽车却是“想爱也爱不起来”。

“买得了车，却充不上电”，调查发现，
充电桩进小区遇阻的问题屡见不鲜，新能
源汽车充电难困扰着车主的日常出行，成
为使用环节中最为头疼的问题。

“为了工作方便，我想购买一辆新能
源汽车，但是小区不能装充电桩，这让人
怎么办？”西安雁塔区裕昌太阳城业主葛

先生近期被“安利”
了一款新能源汽
车，但小区内其他
业主的经历却让他
打了退堂鼓。

葛先生表示，
自己所在的小区
有不少业主都买

了新能源汽车，但想要给汽车充电，只能
各自想办法。“小区内无法安装充电桩，
业主多半都是寻找公共充电场所或者在
朋友的小区内进行充电，特别不方便。”

对此，裕昌太阳城物业曾回复葛先
生，由于小区老旧，电力扩容存在问题，
小区没有条件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面对这一理由，葛先生表示不能认
同，“我们小区旁边的金泰假日花城和
融侨馨苑都是建成时间更早的小区，为
啥都能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据了解，裕昌太阳城小区分为三期，交
房时间从 2011年至 2014年。“交房不到 10
年，怎么能算老旧小区呢？”葛先生想不明白。

随后，裕昌太阳城的物业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知道业主有安装充电桩的
需求，他们也跟供电部门沟通过，是供电
部门表示小区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
件。“当时供电局的人来了之后就说小区
属于老旧小区，不具备安装条件，存在安

全隐患，我们也只是协助方，没有办法。”
工作人员说。

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大约在 200公里
至 300公里，即使使用快速充电桩充电，至
少也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虽说社会上
也有很多充电桩或充电站，但一辆纯电动
汽车充电的时间比较长，当天气较冷或较
热时则时间更长，我不可能为了给车充
电，在充电站里等上两个小时。”

与李先生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家住
灞桥区水岸东方小区的王女士。

“当时觉得新能源车特方便，所以就
选择购买了一辆，结果没想到小区装不
了充电桩，反倒特别麻烦。”王女士说道，
为了给爱车充电，她找过公共充电桩，在
朋友小区“蹭过电”，也常常在商场公共充
电桩旁蹲守几个小时。“不能方便充电，我
只能将能源车暂时搁置了。”

新能源充电桩为何难进小区？安装
不了充电桩的小区普遍存在 3个共性问

题——车位资源公平分配、小区电力增
容、充电桩施工影响。

碑林区某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安装充
电桩对于新能源汽车车主是方便了不少，
但是很多其他业主对此会产生意见。“如
果在公共车位装充电桩给电动汽车专用，
其他车主会有意见，说车位分配不公平，
但如果不是专用的就浪费资源了。”工作
人员表示，不仅是车位资源公平分配的问
题，在进行充电桩施工时，有的业主会觉
得有危险，有的会觉得施工扰民，这些都
会导致业主不满和投诉。

灞桥区某小区工作人员坦言，只要
不是近几年建设的新小区，想安装充电
桩基本都需要电力改造升级，电力公司
会根据申请的业主人数进行实地考察，
最终才能确定能不能装。“如果个别车主
提出安装充电桩，小区电力容量还能适
应，要是用户越来越多，就必须向供电公
司申请增容。” （苏静萌）

西安新能源车充电桩进小区难在哪
车位资源公平分配、小区电力增容、充电桩施工影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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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考”计划补录7000余人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林晖）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
获悉，2020年度“国考”补录28
日起开始报名，预计将补录
7000余人。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告，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
作已经基本完成，有部分职位
没有合适的录用人选，需要面向社会公开调剂
补充人员。本次补录涉及3200余个职位，共计
划补录7000余人。

据了解，报考人员可登录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 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
站查询调剂职位、调剂人数、考试类别、资格
条件、招录机关联系方式等。7月 28日 8时
至 7月 30日 18时期间，报考人员可通过报名
时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专题网站填报申请
调剂的相关信息。

调剂结束后，将形成进入面试的人选名
单。8月 3日之后，报考人员可以登录专题网
站查询调剂结果。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本报讯（石喻涵 田萌 董锦薇）2020年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时间确定，7月 27
日，省司法厅发布消息，今年法律职业资格客
观题考试将分两个批次进行。

7月 28日 0时至 8月 12日 24时，参加客
观题考试的报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登录司
法部网站，按照网上报名要求、流程及步骤
填报个人信息。主观题考试报名和缴费时
间为 11月 10日 0时至 11月 14日 24时，应试
人员在客观题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 5 日内
登录司法部网站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并按
规定缴纳考试费。

今年，全省考区客观题考试分两个批次
进行，第 1批次考试时间为 10月 31日，第 2批
次考试时间为 11月 1日。全省客观题考试设
置 7个考区，分别是：西安、宝鸡、咸阳（合并铜
川）、渭南（合并商洛）、延安、榆林、汉中（合并
安康）。主观题考试设置6个考区，其中计算机
答题考区为西安、宝鸡（合并咸阳、铜川）、渭南
（合并商洛）、延安（合并榆林）、汉中（合并安
康），纸笔答题考区为咸阳。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 2019年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
分数线或者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合格成绩在
2020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有效。

西安：启用196个移动布控球
抓拍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刘望 王思毅）西安市交警支队
发布消息，7月 28日起至 10月 15日，西安交
警将开展“布控球大会战”，抓拍和查处街面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西安市市区将设置移动抓拍布控球 196
个，对过往的车辆、行人违法交通行为进行抓
拍和处罚：

交警部门将结合全市 67条创文重点路
段，每个交警大队挑选 5条主干道作为重点
管理路段（含无信号灯的人行横道路段），对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进行抓拍执法。

各交警大队将在 10处“一盔一带”一类
整治点抓拍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不礼
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20处交通文明示范路口深入开展货车走
限行区域、机动车逆行、压线、违反限行、机动
车不按规定道路行驶、机动车违规使用专用
车道、机动车不礼让行人、骑摩托车不戴头盔
等交通违法整治工作。

各交警大队将对违停机动车采集违法证
据，强化交通违法非现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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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晓瑞）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阎良工务段以预警预报为令，科学部署、
全力应对，确保降雨期间行车安全。

该段 24小时动态跟踪沿线雨情、水情、库情
变化，通过段局域网、钉钉等平台发布预报预警
信息。各级干部对防洪重点地段和易发生崩塌
落石等处所加强巡视检查，严防危石滑坡、倒树
侵限、封闭网破损等问题。全段 71 名雨量员坚
持 24小时轮流值守，降雨达到出巡、限速或封锁
警戒时，迅速通知站区相关单位做好应急处置。

阎良工务段

积极应对大范围降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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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轮重拳治理，个别企业对于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至今仍乐此
不疲……工信部最新通报显示，包括交
通银行、迅雷和科大讯飞等在内，相关企
业旗下 58款App再登全国“黑榜”。

如今国内 App数量已超 500万款，违
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何日方
休？这次工信部与中央网信办、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治理工作，将加大发现力度、
曝光力度、处罚力度。

App在提供方便的同时，却也“窥视”
甚至“偷窃”了我们的通讯记录、账号、密码
等隐私信息。令公众感到不安的是，中国
银行、我爱我家、腾讯、金山安全软件……
违规者都大有来头。从央企到大型民营企
业，甚至专业安全软件公司的产品均赫然

在列，可谓“名将云集”。
近日，工信部再次通报了 58款侵害用

户权益的App，其中天弘基金涉及超范围
收集个人信息，科大讯飞的讯飞有声则是
私自共享信息给第三方，北京金山的手机
毒霸涉及过度索取权限，迅雷公司的迅雷
直播是不给权限不让用，天津五八到家公
司的快狗打车是频繁申请权限，交通银行
旗下的买单吧涉及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
功能，去哪儿网则是账号注销难。

近日在最新推出的 iOS 14测试版里，
苹果增加了剪切板读取提醒。如果有应用
想要悄悄读取剪切板内容，系统会弹出提
醒告知用户。

剪切板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强制授权、
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
泄露、滥用信息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安

卓系统的开源和开放性，使其成了少数无
良商家获取用户隐私的重要途径。

公众当然不应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
价来换取 App 的服务。今年 7 月小米披
露，其大面积上线全新的 MIUI12 系统，
通过照明弹、拦截网等全新隐私保护功
能应对无赖应用，禁止 App 的高危行
为。不仅如此，华为的 EMUI、OPPO 的
ColorOS 等最新版手机操作系统也都不
断推陈出新。例如目前的华为 EMUI 系
统支持用户查看权限访问记录，并可
以进行全盘加密；而 OPPO 的 ColorOS 则
可提供空白信息，以及防止 App截屏录
屏等功能。

为了从根源杜绝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痼疾，这次工信部表示，四部门
启动了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治理工作。工信部方面披露，2019年四
部门联合开展治理工作以来，针对 2300
余款 App开展深度评估、问题核查，对用
户规模大、问题突出的 260款App采取了
公开曝光、约谈、下架等处罚措施。

通过专项治理工作，公众常用App存
在的无隐私政策、捆绑授权和强制索权
等典型问题得到一定改善。相关调查显
示，76%的网民感到App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问题得到部分改善。

今年 8月底前，有关部门将上线运行
全国App技术检测平台管理系统，对用户
规模大、问题反映集中的 App、小程序等
进行深度评估。

针对面部特征等生物特征信息收集
使用不规范，App后台自启动、关联启动、
私自调用权限上传个人信息，录音、拍照
等敏感权限滥用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重点
问题，今年有关部门也将开展专题研究和
深度检测与处理。 （赵鹏）

从央企到上市公司集体违规
手机系统新功能围追堵截

敏感权限滥用将被整治

“火眼金睛”严查App窥探隐私

8月底全国技术检测平台上线

7 月 24 日，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党委
60 余人赴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教育
党员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各自岗位上建
功立业。 北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