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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苏静萌）上
周的低温天气让大家裹
起了厚厚的羽绒服，不
过本周西安最高气温将
回到两位数。据陕西省
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从1月12日开始，全

省气温将明显回升，西安最高温
度将达 11℃，陕北气温将回升 4-
6℃，关中回升 6-8℃，陕南回升
2-4℃。

预计12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陕北、关中北部、商洛有 4-5级偏
西风，阵风可达6-7级以上。陕北
部分地方有浮尘或扬沙。13日：
全省晴天间多云，陕北北部有4-5
级偏西风，阵风可达6级以上。陕
北部分地方有浮尘或扬沙。14
日：全省多云间阴天。陕北北部
有4-5级偏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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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呈
现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交织的严峻态
势，随着寒假及春节的来临，来陕返陕人
员日渐增多，疫情传播风险不断加大。
为严防疫情输入，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切实防范潜在的疫情反弹

风险，省卫生健康委建议劳动者留在工作
地过年，非必要不离陕，非必要不返陕。

对于确需返回人员要做好防护，配合
防控。从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返陕人
员，要求提前3天向所在社区（村）报备，按
要求进行居家、集中隔离14天，至少开展2

次核酸检测；对从低风险地区返陕人员，要
求积极配合进行14天健康监测。

对于已经返回人员，少摆席，少串门，
健康生活，规范就医。春节期间要减少走
亲访友活动，提倡网络拜年。红白喜事一
律从简，个人家庭聚集最好能够控制在

10人以下。养成并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多通风、不聚集、用公筷、交流保持一米线
等文明、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如出现
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到
指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途中做好防
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省卫健委：建议劳动者留工作地过年

本报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开展疫情临时救助 48.05万人次，支
出 3.77 亿元，向低保等困难群众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5.07 亿元，确保不因物价上
涨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对做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的基
础性作用。”省民政厅副厅长、新闻发言
人戈养年介绍说，将发挥好社区、村组动
员能力，利用好大数据比照识别，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确保第一时间把疫情消灭
在萌芽状态。同时，还将通过农村大喇
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宣传画和上门
宣传等多种形式，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宣
传。“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村（居）两委和基层
红白理事会作用，引导群众严格遵守疫情
防控要求，实行婚丧事宜报备制度，简化、
优化婚丧礼仪流程，引导婚事新办、倡导丧
事简办、推行绿色低碳祭扫，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聚集。”

开展疫情临时救助超48万人次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报近期社会三个

重点关注事件

1月 3日凌晨 3时许，省疾控中心接到河北省疾控中心协
查，要求追踪排查该省藁城区确诊病例田某某的 9名密切接触
者。接省疾控中心报告后，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向西安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下达密切接触者追踪管控通知，
并开展相关防控工作。

截至1月11日18时，一是9名密切接触者，其中西安7人，渭
南 2人，集中隔离期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全部转入 14天
居家隔离。二是 9名密切接触者乘坐高铁、地铁、公交车和其他
日常接触的密接的密接者 2778人，其中，在我省 2156人（西安
1997人、安康8人、宝鸡13人、汉中16人、商洛12人、铜川9人、渭
南 31人、咸阳 35人、延安 14人、榆林 21人）均已集中医学观察，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外省601人均发函协查。

石家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田某某密切接触者摸排管控事件

2156人已集中医学观察

按照全省进口冷链食品日常核酸检测工作的整体安排，1月
4日上午，省疾控中心在西安和生西北冷冻水产副食品批发市场
冷库开展常规采样工作，采集样本中发现一份标本冷冻去骨牛
保乐肩肉外包装核酸检测为阳性。当晚 21时，对该冷库所有冷
冻产品和相关从业人员进行采样检测，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截至1月6日，累计检测相关人员754人，全部为阴性；累计检
测33个冷库的货品和环境样本1833份，结果全部为阴性。

目前，西安市已勒令该市场停业、实施封闭管理；市场相关
从业人员和商户、全部相关货品，以及冷链环境全面进行核酸检
测；市场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新冠疫苗应急接种。

西安和生批发市场冷冻牛肉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事件

已停业并实施封闭管理

1月 7日，咸阳市三原县报告了 1例新冠肺炎可疑病例。经
调查，陈某某，女，11岁，小学生，无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旅
居史，5日晚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6日在医院就诊，7日核酸检
测报告为阳性。7日21时，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省疾控中心再次采
集咽拭子和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3名关联人员（其父
母和河北石家庄返乡居民孙某某）核酸检测和血清学抗体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目前，已对患儿、密接、密接的密接及其活动区域均进行了
核酸检测，共检测5334份次，结果均为阴性。对涉及人员和环境
均已落实相应管控措施。造成该患者核酸检测呈现一次性阳性
问题，目前正在寻找原因。

三原县新冠肺炎可疑病例事件

11岁小学生曾有核酸阳性

本报讯 今年寒假采取错峰、错时、有序
放假原则，全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以市为单位确定寒假时间，于
1月16日至2月4日分3个批次有序放假。

全省 96所普通高校，采取错峰原则，
从 2020年 12月底起至 2021年 1月下旬有
序放假。截至 12 日上午，已放假高校有
57所，1月 12-17日将放假高校有 38所，
累计 95 所；1 月 18 日后放假学校有 1 所
（西安交通大学 25日起假）。目前放假的

57所高校，离校学生共计 57.6万人。
要求原则上不举办 200人以上的大型

会议、讲座、培训、校庆、文艺晚会等聚集性
活动，能采取线上的尽量采取线上方式。

建议师生在假期内尽量减少到人员
密集场所，家住中高风险地区的高校师
生，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并严格遵守当地
防疫部门的规定。各地各校假期将继续
按“一人一档”跟踪掌握离校、留校师生
健康状况。

1月16日起中小学幼儿园分3批次放假
原则上不举办200人以上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 我省疫苗接
种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已
到货新冠疫苗15.5万人份，
8日签订疫苗采购合同8.75
万人份。截至1月11日，
已对边检、海关、机场、医
务人员等 12.5万重点人
员开展了第一针次接种，
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1月1日以来，我省已
排查北京、辽宁、黑龙江、
河北等风险地区来陕人
员 24.27万人。目前，全
省已检测重点人群 953
万余人次、进口冷链食品
38.4 万份。组织全省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核

酸检测、院感防控、患者
医疗救治、疫苗接种异常
反应救治等多轮培训，累
计培训318万人次。

切实防范疫情反弹 守护健康平安家园

本报讯（南江远）1
月 11日，2020 年陕西消
费者投诉情况分析出
炉，据悉，去年全省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9735 件，
解决 8026 件，投诉解决
率 82.44%，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1021.59万元。其中，预付式消
费问题成为投诉热点，线上线下的投诉率均
有所增加。

按照受理投诉性质划分，占据了消费者
投诉前5名的依次为：质量问题投诉2920件，
占 29.99%；合同问题投诉 2113件，占 21.71%；

价格问题投诉 1596件，占 16.39%；其他问题
投诉 1085件，占 11.15%；售后服务问题投诉
941件，占9.67%。

根据消费投诉分析，去年以来，我省线上
线下预付式消费投诉增加，涉及行业面广，解
决难度大，受侵害消费群体较多。

其中，线上预付式消费投诉呈现增加情
况，归纳起来有消费者预付充值资金得不
到保障、充值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无法使
用、消费券过期作废不予退费或延期等。
对此，省消协提醒消费者，在线上预付消
费时要注意企业预付资金能否得到保障，
合同条款是否公平合理等。

去年线下投诉主要涉及美容美发、健身、
保健、教育培训、餐饮等行业。归纳起来有商
家未按约定履行提供商品或服务，消费者
要求退卡遭拒绝；商家关门、歇业、易主，消
费者退卡却被拉黑；商家设定“霸王条款”
排除和限制消费者权利这三种类型。

据介绍，造成预付卡问题的原因有二：一
是缺乏相应监管细则及手段，导致经营者失
信行为难以约束；二是大多数消费者，在办
卡时都没有与经营者签订涉及服务细节的
书面合同，维权时困难重重。对此，省消协
建议预付式消费集中的美容健身、保健按
摩、餐饮洗车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推广执

行合同示范文本，明确预付卡消费履约期
限、使用范围、商家详细地址、履约保证责任
的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去年，教育培训消费类投诉数量增加明
显，且主要表现为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发生关
门倒闭、虚假宣传承诺、不公平格式条款、违
规经营、不履约拖延退费等问题。

据此，省消协提醒消费者，在教育培训
消费中，要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培训机
构，签订合同需要注意合同条款细节；交费
前，充分考虑、谨慎选择，不要提前预交超过
一学期的学费；发生消费纠纷后，请依据保
留的证据及时维权。

预付式消费成为去年投诉热点

1 月 8 日，广东省广州市推出《广州市拾
遗物品管理规定》，提出接收单位在接收拾得
人送交的遗失物时，应同时向拾得人开具相
关凭证；公安机关按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
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该规定引发网友热议，其不但明确了对拾
遗物品的管理单位、管理责任、处理办法，让单
位或个人拾获的遗失物在处理上有制度可循，
有规矩可守，更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奖励金
额。为保障这一规定能够落实，上述规定还
特别指出奖励金所需的经费纳入实施奖励单

位部门的预算统筹安排。
这一规定，无疑将产生积极意义。一方

面，可以鼓励更多人拾金不昧。拾金不昧
不仅是传统美德，而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拾获他人财物不归还、占为己有，或者是因
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他人遗失物品损毁、
灭失的，将要承担法律责任。现实中，拾获
他人财物并交给失主或公安部门，拾得人
往往要承担一定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等，
这无形中降低了人们拾金不昧的动力，甚
至可能让人觉得拾金不昧是一种“亏本买

卖”。如今公安机关按拾获财物价值 10%对
拾得人进行奖励等规定，不仅可以让拾得
人归还财物时得到一定补偿，而且可能促
使更多人能够更放心地拾金不昧。

另一方面，如此规定可以适当减少拾得
人与失主之间的纷争。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拾得人向失主归还财物时，可以索取必
要、合理的补偿，这是法律允许和支持的。
但到了现实中，“合理必要”实际上很难精确
界定。比如，日前四川某地一男子乘坐出租
车将笔记本电脑遗落车内，打电话给司机请

求归还时被要求支付 800 元“送还费”，由此
引发热议。若当地也有明确的关于拾遗物
品的奖励规定和标准，双方都按规定和标准
办事，事情的处理应该会简单不少。

正因为这样，广州的拾遗物品管理规定，
其效果和社会影响，值得期待。 （苑广阔）

拾金不昧有了“奖励标准”，效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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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 1 月 12 日，据国家医保局介绍，
2020年对全国 99.8%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打击欺
诈骗保专项治理和飞行检查，共追回医保资金
219.2亿元。

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首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将于今年 5月落地实施。织密扎牢
医保基金监管制度笼子，让医保基金不再成为新的

“唐僧肉”。2018年至今，通过对基金监管的检查已
经累计追回医保资金344.8亿元。

同时，全国所有省份已开通医保电子凭证，累计
用户超4.5亿元。

截至 2020年底，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
疗机构 4.4万家。国家平台累计结算医疗总费用
1759亿元、医保基金支付1038.4亿元。

去年国家医保局追回资金近220亿元

本报讯（田若楠）近日，陕西省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与中国电信陕西分公司合作，将涉及区号“029”的
5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陕西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长庆油田分中心、咸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杨凌示范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12329服务热
线进行整合规范，进一步提高我省住房公积金服务
热线效率和水平。

据悉，自 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开通运行
以来，缴存职工只需拨打服务热线，即可享受住房公
积金业务咨询等服务。1月6日，区号“029”的5个管
理中心成功完成了“统一签入，分中心承接”的建设
目标，开启适时服务。凡拨打“029-12329”热线电话
后语音提示统一调整为：“西安中心请按‘1’；省直中
心请按‘2’；长庆油田分中心请按‘3’；咸阳中心请按

‘4’；杨凌中心请按‘5’。”输入相应数字后，即可达到
咨询目标。

截至目前，全省 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全
部实现上线服务，为全省住房公积金大数据分析、用
户信息管理、客户服务关怀提供有力支撑。

咨询住房公积金请拨打029-12329

1月6日，商南县文旅公司、商南农商银行首届
“贺岁杯”篮球联谊赛举行，旨在丰富职工文化生
活，加强交流与合作。 朱金华 摄

本报讯（段增旗）近期以来，关中地区持续低温，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供电段加强巡
视检查、紧盯安全关键、强化应急处置，确保冬季供
电安全稳定。

该段认真研判低温寒潮天气变化给设备带来
的安全风险，按照“全覆盖、一米不漏、一处不落”的
要求，采取 6C检测分析、添乘检查、步行巡视等方
式，对接触网线岔、补偿 b值、分相、锚段关节、主导
电回路及变配电所变压器巡视检查，动态掌握设备
运行状况，严控设备质量。

西安供电段 积极应对低温天气

本报讯（刘盼 刘祥胜）1月7日，由中国市政工
程协会举办的第二届“市政杯”BIM应用技能大赛颁
奖大会在厦门举行。陕建三建集团《BIM技术在安
康机场排洪涵洞工程中技术攻关的创新应用》在全
国4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大赛优秀奖。

据了解，安康机场迁建项目采用新型整体平移
式刚性曲面铰接模板体系，同时利用BIM技术直观
形象展示工艺模拟，对复杂工艺具体施工流程进行
优化，共节约工时23个，综合工作效率提高41%。

陕建三建集团 BIM大赛获佳绩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鲜康采写

12.5万重点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