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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至16
日宝鸡普降大雨，
持续强降雨，导致
宝鸡辖区太凤路
太白境内，316 国
道凤县酒奠梁、212
省 道 175 公 里 道
路 、G244 国 道 原
S210 省 道 太 白 至
留坝段等多处出
现泥石流塌方、有
落石、道路水毁、
积水较深，交通一
度中断。宝鸡交
警及时清理路面，
确保交通安全畅
通，目前，受影响
路段正在维修抢
通中。
鲁鹏飞 蔡武尚 摄

8月11日以来，榆林地区迎来较强降雨过程。延安铁路公安处榆
林火车站派出所立即启动雨天应急预案，并细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职
责，全力做好降雨期间站区旅客安全乘降工作。 刘娴 付苗 摄

本报讯（李卓然）8月
16日，受强降雨影响，陕
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下发紧急通知，决定从 8
月 16日 10时起将省级Ⅳ
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
Ⅲ级。

8月 3日至 8月 8日强
降水过程之后，8月 11日
以来，陕西省又出现时间
长、范围广、强度大的一
轮降雨过程。 8 月 15 日
到 8 月 16 日降雨强度持
续，多条中小河流超警，
预报汉江汉中段、渭河
中游段超警、嘉陵江也
将超保，长时降雨落区
基本重叠，造成全省各
地地质灾害风险迅速增
加。根据《陕西省防汛
应急预案》，省防总决定
从 8 月 16 日 10 时起将省
级Ⅳ级防汛应急响应提
升为Ⅲ级。

省防总要求，各级、
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
案规定和职责分工做好
应急响应行动，加密天气、
雨水情监测预测预报，加
强江河、水库水电站、拦河
坝、淤地坝、尾矿库坝、各
种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
工程和重要部位的巡查防
守和安全运行管理，强化
人员撤离转移避险措施
落实，预置抢险救援力
量，时刻准备抢险救援，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陕西省防汛应急预
案》根据洪水灾害严重程
度和影响范围，将防汛应
急响应分为Ⅰ级（特别严
重）、Ⅱ级（严重）、Ⅲ级（较
重）和Ⅳ级（一般）四级。

本报讯（徐颖）8月 14 日，为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防灾救灾的安排部署，省
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紧急下达 4000 万元水
利救灾专项资金（其中下达商洛市 1100 万
元），支持灾区修复水毁水利设施，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入汛以来，全省共出现 9次大范围降雨过
程。8月 3日至 8日，强降雨致部分区县，尤其
是商洛市洛南县水利设施水毁严重。针对今
后一个时期我省还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的情
况，省财政厅将继续予以高度关注，多渠道筹
措防汛救灾资金，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省财政
厅还将统筹协调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整体联
动，全力保障应急抢险救灾经费需求，管好用
好救灾资金，最大程度发挥资金使用绩效。

我省下拨4000万元水利救灾专项资金

方欣阳性样本密切接触者检测均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8月 14日，
记者从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第三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14日15时，我省已排查追溯检测方欣阳
性样本密切接触人员 5795人份，核酸采

样结果均为阴性。
据悉，8 月 12 日 21 时，省卫

健委接到省疾控中心报告，在每
周对西安方欣冷冻副食品批发
市场（以下简称“方欣市场”）冷
冻食品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时，共抽取采集各类样品 295份，其中
10份厄瓜多尔冷冻生南美白虾外包装
样本检测结果阳性，其余均为阴性。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辉介
绍，接报后，全省卫生健康部门连夜行

动，对该批次冻南美白虾全部下架、停
售、封存，并暂停采购来自厄瓜多尔的
海产品；对方欣市场阳性样品所在摊
位、周围环境进行全面采样，对阳性样
本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采样、隔离；
对未售出的该批次冻虾产品立即进行
封存，对已经售出的冻虾产品通知涉
及市做好排查处置工作。

截至 14日，检测人员共查到该批
次进口产品共计 80件，33 件未售出，
已经封存；47 件产品流入市场，其中

安康市 31 件、宝鸡市 5 件、咸阳市 1
件、西安市 10 件，涉及各市已紧急开
展对相关冻品和密切接触者的追溯
排查和检测工作。截至当日 15 时，
全省共排查追溯检测方欣阳性样本
密切接触人员 5795 人份、其他人员
10018 人份；厄瓜多尔冷冻生南美白
虾外包装及外环境样本 1783份、其他
冷冻食品及市场环境样本 3310份，所
有人员、冻品外包装及外环境样本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自7月以来，国内至少已有 10起食
品外包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事件，
均与进口冷冻生鲜相关。

专家认为，防范进口冷链食品疫
情传播风险，需从监管部门、食品生产
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着手，确保疫情
防控和食品安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作为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近
期以来，全国海关进一步严格口岸检验
检疫，针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了新冠病
毒风险监测。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
全局局长毕克新透露，海关总署加强对

进口冷链食品的源头管控。一是坚持
关口前移，要求向中国出口冷链食品的
全部 105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部门做好
预防措施，保证输华食品安全；二是开
展远程视频检查；三是针对近期一些国
家肉类水产品企业发生聚集性感染疫
情，采取暂停其产品进口等措施。

进口冷链食品入关后，在运输、销售
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副司长党倩英介
绍，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公告，对提
供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业务的机构

提出了备案要求，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
要对冷藏冷冻食品贮存和运输服务提
供者进行审核、监督和过程管理。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督促落实主体责任，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加
工制作规范，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要
求，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在选购和处理进口冷冻食品方面，消费
者也需要做好自我防护。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宁建议，公众牢
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做好食品安全的五点

要求，即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
持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食材。

专家提醒，在购买冷冻食品时要戴
好一次性手套，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
到家后，可以先放入具有杀菌功能的家
电内进行杀菌，或者将冷冻食品用 75%
酒精消毒晾干后再放入冰箱冷藏；肉类
和海鲜等生鲜食物要与果蔬、熟食等其
他食物分开包装；在接触和处理完进口
冷冻食品后，立即洗手消毒。回家后，必
须先洗手，避免双手污染家庭环境。

（陈昊 段相宇）

专家：冷冻食品用酒精消毒后再放入冰箱

全力防汛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张斌）中国国内民航市场
正在复苏，暑运期间表现抢眼。笔者
从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
月上旬，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日均客运
量和航班量已从疫情期间最低谷的
5948 人次、116 架次恢复至 11.03 万人
次、875 架次左右，达到日常水平的约
77%和 88%。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无论是航班量
还是客流量均不断回升。东航西北分

公司市场部总经理蔡景茂说，8 月上
旬，东航国内日均航班量已从疫情期间
最低谷的 200班恢复至 2300班左右，达
到日常水平的 90%以上，东航还连续开
通和加密了一系列国内航线，投入宽体
机提升旅客运输保障能力和服务体验。

幸福航空市场部负责人说，8 月航
班客流逐步恢复，波音航线单日平均客
流较 7月提升约 19%；新舟机型执行航
线的班均客流较 7月提升约 20%。

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孙为
立说，携程大数据显示，以从西安出发
和到达的预订机票票量来看，今年 8月
上旬比去年同一时期，整体已恢复约
86%和 82%。

据了解，一些航空公司开发的“随
心飞”产品对刺激市场起到一定作用。
今年 6月，东方航空就推出“周末随心
飞”产品，消费者花费 3322 元购买这
套产品后，可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的

任意周末，兑换除港澳台外的所有国
内航班经济舱，无兑换次数限制。近
期，东航又再次推出“早晚随心飞”产
品。华夏航空、海南航空等也跟进推
出相关产品。

“推出‘随心飞’产品后，连着多个
周末，每周末都有 8 到 9 万人在使用。
以西安为例，每周末约有 5000 多人次
进出西安，这对刺激市场、带动消费起
到了一定作用。”蔡景茂说。

国内民航市场稳步复苏
每周末约有5000多人次进出西安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今后，企业经理层成员完
不成 3 年任期契约要求的，坚决予以解聘。”8 月 14
日，西安市国资委副主任王立安在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发布会上透露。

从今年四季度开始，西安市将在 10户委直管企
业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按照
《西安市推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要求，
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实行市场化退出，形成优胜
劣汰、优进拙退机制。

按照规定，西安市属国企将大胆使用提拔优秀年
轻干部，原则上每个企业班子有一名 40岁以下领导人
员。到 2020年底，市属国企领导班子中 45岁以下年轻
干部占班子成员将达到50%以上。

另悉，今年 9月底前，西安市争取提前完成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

西安十户企业将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李媛）自今日起至 8月 23日，我省在上海、
江苏组织开展陕西- 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活动，进一
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

陕西- 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活动主要包括：企业
座谈交流活动，在沪重点浙商座谈交流活动、外资企
业座谈会；产业合作交流活动，第八届陕南绿色循环
经济合作交流活动、陕西-上海物流产业合作座谈
会、陕苏先进制造业合作交流恳谈会、陕苏高端能化
产业合作交流恳谈会等；实地考察活动，考察上海自
贸试验区外高桥保税区、考察中国（江苏）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等。

陕西 - 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活动启动

本报讯（王正荣 刘效洁）近日，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对安康市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企业自行监测质量
开展专项检查。

检查组先后深入平利县陕西金龙水泥有限公
司、旬阳县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旬阳卷烟
厂、汉滨区江南再生水厂、汉阴县污水处理厂等排
污单位，围绕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和监测行为的
完整性、监测过程的规范性，以及监测数据的真实
性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同时，分别对涉气企业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涉水企业的化学需
氧量、氨氮和石油类等污染物进行了现场抽测，与
在线监测参数进行比对监测。

安康排污许可企业接受省级专项检查

本报讯（马相）自今日开始，西安
市今年中考城六区普通高中录取分
批次有序进行。据了解，网上录取过
程中遇到同分数考生数大于计划数
时，将筛选 6个条件 2项指标及学科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录取。

在中考录取过程中，遇到同分数
考生数大于计划数时，首先依次比

对全国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子女，其他
军人子女，西安市引进高层次 B、C类人才的子
女，少数民族，获奖情况和三好学生 6 个条件。
若考生具备某一条件，则依次优先录取。

若考生 6个条件比对结束后，仍存在同分数
段考生数大于计划数时，则依次比对 2项指标。
首先比对综合素质6个维度评价结果同等级个数，
再比对理化生实验和信息技术操作考试结果。

若通过以上 6个条件 2项指标比对后，仍存
在考生数大于计划数，则依次按照学科分数进
行比对录取。

西安城六区普高今日开始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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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棋）近日，陕西省药监局发布了《陕
西省药品安全监管综合业务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
运行的公告》，自即日起，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领域 33 个大类、93 个子项申报注册、许可、备案
事项，均可进行网上办理，公众可通过省药监局网站
查询注册、许可、备案及各类监管信息。

据了解，业务系统“一网通办”是陕西省实施
“药品安全放心工程”，推进药品安全智慧监管的
基础性工作。截至8月11日，西安、安康、铜川、咸
阳、延安、宝鸡、榆林、商洛、渭南、杨凌、韩城、西咸
新区已经发布公告正式开始接受企业申报。

为方便企业办理业务及咨询有关问题，省药
监局安排专职服务人员，通过电话 029-62288372
和 QQ 群（1047632833）等方式为企业和基层监管
人员就系统使用问题答疑解惑。

陕西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申报注册等事项可网上办理

8月16日，由陕西省医学会、陕西省图书馆等主办的
“战疫·记忆”影像展在陕西省图书馆展厅开幕。此次展
览是全省首个以陕西省医疗卫生行业抗击疫情为主题
的展览，共征集影像资料3000余件。 杜成轩 摄

近日，由中建二局二
公司承建的延安市红星
小镇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
顶。该项目是延安市重点
工程，位于高新区东区，占
地26.76公顷，总建筑面积
9.08 万平方米，设计南北
长2公里，共有3个乐园、5
大广场及41个建筑单体，
是集购物、餐饮、休闲、娱
乐为一体的建筑群，计划
2021年6月开业。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