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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苗接
种有序开展的关键当口，却有不
法分子利用群众的需求，借机进
行短信诈骗活动。这种行为不
仅逾越了法律红线，更挑战道德
底线，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新冠疫苗凝聚着科研人员
的心血，被公众寄予厚望，是打
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硬仗
的一个关键所在。但令人愤怒

的是，一些不法人员却借机仿冒
“预约新冠疫苗接种”等名义，发
送含有木马病毒、钓鱼网站链接
的短信，实施诈骗。对这种新型
诈骗方式大家应该提高警惕，相
关部门必须也一定会对其露头
就打、毫不手软。

诈骗是一直受到严厉打击
的刑事犯罪，而借疫情防控进行
诈骗更属于在依法治国框架内

进行司法严打的对象。早在去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联
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
法犯罪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假
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
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定罪
处罚。

事实上，在疫情防控期间实
施诈骗等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的，
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更将作
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

新出现的“疫苗短信诈骗”
极具迷惑性，不仅骗老百姓的
钱，更伤老百姓的心，还扰乱了
疫苗接种的正常秩序。对类似
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给予迎
头痛击、以儆效尤。 （王研）

毫不手软、露头就打！
严厉遏制涉疫苗诈骗

1 月 10 日，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在钟鼓楼广场举办
“1·10中国人民警察节 一心为民110砥砺奋进新征程”宣
传展示活动。旨在通过活动拉近警民关系，让市民更加了解
警察这个职业。 王忠义 摄

1月10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又恰
逢周日，但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依然奔忙在执勤岗
位上、办案征途中、抗疫第一线……在这个节日
里，我们向他们致敬！

“中国人民警察节”是在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
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是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
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
国人民警察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21年起，将
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有牺牲，有奉献，更多的是默默守护。和平年
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新
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就有1.6万余名民警
因公牺牲，其中3700余人被评为烈士。近10年来，
3773名民警因公牺牲，50335名民警因公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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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渭
南市公安局民
警面朝警旗重
温入警誓词。

当日，渭南
市公安局组织
开展升警旗仪
式，民警们面朝
警旗重温入警
誓词，铸牢忠诚
警魂。

崔正博 摄

1月8日，安
康铁路公安处汉
中站派出所邀请
曾经在所里工作
过的 13 名退休
老领导、老同志
回家团圆，重忆
峥嵘岁月。

郝黎俊
王仪伟 摄

本报讯（记者 鲜康）1月 9日，3辆车
体印有“齐心抗疫情、秦冀一家亲”字样，满
载消杀防护物资和农特产品的车辆，分别
从乾县和洛川县出发运往河北。

这些饱含深情厚谊的防疫物资代表着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2万多名干部职工对
河北战“疫”保电一线员工的爱心和祝福，

展现了国企的担当和力量。
为了支持国网河北电力打赢抗疫保电

战，国网陕西电力连夜组织医用和普通口
罩 26 万个、防护服 2000 套、免洗消毒液
2000瓶、消毒纸巾 1万包，并从陕北对口扶
贫地区特选了“梁家河”小米、“洛川苹果”
等 6460箱（袋），共计 30余吨，捐赠给国网

河北电力公司，为战“疫”保电一线的国网
河北电力人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同时，此举也为贫困户解决产品销售
问题，减少疫情对贫困户的影响。消杀防
护物资全部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农特产品
包装上均印有“秦冀相依、守望相助”标识，
每件产品都经过精心筛选，努力把最好的

产品送给战“疫”保电一线最可爱的人，为
战胜疫情贡献一份力量，为战“疫”保电倾
力护航，共同为决胜疫情而战斗。

据悉，全部物资将于今晚 11时左右抵
达河北石家庄。国网陕西电力严格按照河
北省和国网公司相关要求，途中做好人员
物资安全防护，保障物资运输顺利。

秦冀相依 守望相助

国网陕西电力捐赠防疫物资今晚抵河北

每年临近春节，都有所谓
“全国快递停运时间表”在网
络流传。近日又有传言称，快

递服务因部分区域疫情原因受影响，甚至
影响春节快递服务。对此，有多家快递企
业表示，春节不停运。

圆通快递的官网显示，2021 年春节

期间，圆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
全国 209 个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

申通快递在官网发布了 2021“过年不
打烊”公告。据公告，申通在2月4日至2月
19日期间，将持续提供寄递服务。2月 11
日（大年三十）、12日（正月初一）的服务时
间会酌情调整。

韵达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从 2月
4日至2月19日，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寄递
服务。

顺丰在春节不停运，但不是全部网点
上班，到时会安排部分网点进行值班。

中通、百世、德邦等多家公司在春节期
间均不停运。

此外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河北省部
分地区邮政快递业务的揽收与运递服务受
到了一定影响。

根据河北省石家庄邮政管理局的数据
统计，截止到 7日上午 9时，石家庄正常营
业的快递网点有214个，已参加核酸检测合
格在岗的快递小哥有1100多人。据央视网

春节快递提前停运？

多家公司回应：过年不打烊
服
务
台

服
务
台

当你看到“猪肉价格已连续两
个多月下降”，以为猪肉价格会从
此走“下坡路”时，没想到“二师兄”
杀了个回马枪，携手羊肉和牛肉高
调宣布：“哥，坚强着呢！”

40元、30元、20元，正当人们
纷纷期待猪肉价格能重回“10元时代”时，猪肉价格
反弹了。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
系统”监测，经历两个多月下跌后，猪肉批发价格自
2020年第47周开始上涨，至2021年第1周，连续7周上
涨，从39.36元/公斤涨到45.92元/公斤，涨幅16.67%。

另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
集点的定点监测，2020年 12月第 5周，全国活猪平
均价格 34.8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3.2%，同比上
涨4.6%。梳理发现，全国活猪价格已连续6周上涨。

“冬吃羊肉赛人参”，一到冬天，羊肉就受到很
多人的追捧，不过如今有人调侃只能“望羊兴叹”。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 12月份，全国农
产品批发市场羊肉均价为 72.26元/公斤，环比上升
4.6%，同比上升6.0%。

截至 2021年第 1周，据“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价格信息系统”监测，羊肉批发价已连续 7周上涨，
从 2020年第 47周的 69.22元/公斤涨到 2021年第 1
周的74.87元/公斤，涨幅8.16%。

羊肉涨了，牛肉也跟着来了，牛肉批发价格亦
出现连续上涨。2020年12月份，全国农产品批发市
场牛肉均价为76.33元/公斤，环比上升0.8%，同比上
升8.6%。2021年第1周，牛肉价格继续上涨，平均价
格为76.95 元/公斤，环比涨0.2% ，同比涨9.2%。

“一方面由于适逢肉类传统消费旺季，需求量
较大，另一方面 2020年肉类供应量有所减少，红肉
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高观
表示。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 1-11月，我国
羊肉进口总量33.62万吨，同比下降5.32%。

部分肉类进口量减少的同时，国产肉类出栏量
也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
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251万吨，同比下降4.7%。

“从现在到春节前的这一段时间，肉类价格估
计会维持高位，即使上涨，也会是小幅上涨。”高观
表示，春节后随着需求减少，价格会有所回落。

专家表示，春节主要“菜篮子”品种产能和供给
是有保障的，只要不发生大范围低温雨雪灾害天
气，预计价格大幅波动上涨可能性不大。（谢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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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薛天）近日，陕
西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
为保障好 2020-2021 年度
陕西省受灾困难群众冬春
期间基本生活，帮助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省应急管理厅
近期下拨冬春救助资金
3.419亿元，并要求省内各地
切实做好冬春救助工作。

根据省应急管理厅要
求，各地要综合分析受灾群
众的受灾情况和自救能力，
根据倒损房屋、农作物减产
绝收、因灾致伤致残及家庭
财产损失等不同程度及对受
灾群众生活的不同影响，精
准核定救助对象，做到不漏
一村、一户、一人。

本报讯（张江舟）1月 9
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荣
获国际田联一级场地认证，
达到国际田联场地建设最高
标准，已具备举办奥运会田
径比赛、田径世锦赛、田径亚
锦赛、国际田联黄金联赛等

世界一流田径赛事的资格。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是

我国西北地区第一个获得国
际田联一级场地认证的场地，
也是国内首个实现5G全覆盖
的智慧体育场，第12个6万座
以上的大型综合体育场。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获国际田联一级场地认证

本报讯（沈谦）近日，铜
川市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被
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为第四
批国家工业遗产。

据了解，耀州陶瓷工业
遗产群包括铜川市电瓷厂、
铜川市建筑陶瓷厂、陕西铜
川中国耀州窑陈炉陶瓷总

厂，以铜川市黄堡镇中心区
域和陈炉陶瓷总厂所在地为
轴心，涵盖耀州窑遗址和陈
炉两镇保护区范围，总面积
约 260公顷。是古代耀州窑
遗址与近代现代化工业遗产
叠加生成的、以陶瓷工业文
化为核心的遗产群聚集地。

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被定为第4批国家工业遗产

陕西下拨冬春救助资金3.419亿元

本报讯（记者 鲜康 实习记者 董欣）1月8
日，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陕西农民工就
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的调查研究，通过对
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监测调查就业资料分析
研究后发现，近年来我省农民工就业人数不断增
长，高龄化趋势明显，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从事
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
平得到明显改善。

2019 年陕西农民工总量达到 766.7 万人。
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总量基本呈现不断增加
趋势，由 2009年的 595万人增加到 2019年的 766.7
万人，其中在乡镇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
235.1万人，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531.6万人。

近年来，陕西农民工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受到陕西人口结构变化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教
育、择业等方面观念变化的影响，40岁以下的农民
工比例在不断减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在不
断扩大，呈现出高龄化趋势。

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呈逐年
提升趋势，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从 3.6%提
高到 2019年的 13.8%，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拥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农民工更受用人单位青

睐，也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力军。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第三产业

已经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产业。十年间，
互联网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现代服务业新业
态，吸引着大量农民工转向从事快递、家政服务、
农村电商的第三产业，该比重从 2010年的 49.3%
提高到2019年的60.6%。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企业、社会用工需求巨大，
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2019年陕西农民工月均收
入3924元，相比2009年翻了三番，平均增速11.4%。

受年龄、非农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政府组
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务工地区范围等多个显著
性因素的影响，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整体偏低，多
数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较差，少数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非常高，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

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工更加重
视就业质量，就业矛盾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
转变。为了有效促进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
升，专家建议，要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不
断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工树立终身学
习理念，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提高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

2019年，陕西农民工总量达到766.7万人，月均收入3924元，大量农民工

转向从事快递、家政服务、农村电商的第三产业

农民工就业矛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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