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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 21日，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餐饮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标准。

《决定》规定，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常委会应当根
据法律授权适时制定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为强化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提供法治保
障。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制定和完善节约
粮食、反对浪费等政府规章和配套制度。

《决定》明确，餐饮经营者应切实履行制止餐饮
浪费的责任，积极发展大众餐饮，提高菜品、主食质
量，不断改进提升口味；合理调整菜品份量和规格，
提供半份菜、小份菜，倡导自助餐、分餐就餐方式。
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理性消费，根据消费者需要提
供公勺公筷和打包服务。鼓励餐饮经营者对节约用
餐的消费者通过返现、打折、积分、停车优惠等多种
方式给予奖励。

餐饮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 21日，会议表决通过《陕
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自5月1日起实施。

《条例》一共六章五十四条，以问题为导向，围绕
水源保护区划定、水源保护两个重点，对饮用水水源
确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保护措施、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体现了陕西省地方特

色，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饮用

水水源保护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饮用
水水源保护工作。供水单位应当按照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对出厂水水质进行检测，并定期发布饮用
水出厂水质状况信息。

供水单位将定期发布饮用水水质状况信息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 月 20 日，记者从会上获
悉，全省县级以上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已全面建立，国
有资产管理实现全口径、全覆盖。

在会议上，省政府副省长程福波作了 2020 年度
省人大常委会 21项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

在汇报关于落实 2018 年度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审议意见的报告时，程福波说，省政府认真落实整
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配置
审核，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压实主体责
任，提升资产管理质量；多措并举，提高资产使用率；
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提高信息化
水平，实现国有资产报告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王诗婕）1月 21日，
会议表决通过《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办法》，自 3月 1
日起实施。

《办法》明确，农民专业
合作社应设立成员大会，成
员大会是本社的权力机
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超过一百五十人的，可以按
照章程规定设立成员代表
大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
的，成员代表人数一般为成
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最低
人数为五十一人。

《办法》规定，省人民政
府应当整合全省涉农公共
服务平台，在政策法规咨
询、信息交流共享、人员培
训、技术支持、市场营销、仓
储物流等方面为农民专业
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服
务。对于聘任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辅导员，县级以上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乡
（镇）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
当补助。鼓励农业科技人
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民
专业合作社就业创业，依照
相关规定，同等条件下享受
优先评定职称、基层就业等
优惠政策。

县级以上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全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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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
监察专员王斌在 1月 20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返乡人员要持有 7日以
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才能够返乡。当地基
层政府要对返乡人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做好隔
离场所和检测能力的准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回应公众关切，就焦点问
题进行了解答。

返乡人员包括哪些人群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
农村地区的人员。包括 3类人群：

一是跨省返乡人员；
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

的返乡人员（中高风险区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

流动）；
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

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
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何时开始

从 1 月 28 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 3 月 8 日
春运结束后截止。

返乡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何获得

返乡人员可在出发地或目的地任意一家
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或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凭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包含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
通行码“绿码”返回农村地区。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后是否需要隔离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后不需要隔离，
但需要进行 14天居家健康监测，做好体温、症
状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必须外出时做
好个人防护，并在返乡后第 7天和第 14天分别
做一次核酸检测。

返乡不满 14天的，以实际返乡时间落实居
家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要求。

谁负责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人员返乡前应告知当地村委会，返乡
后由村委会查验其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或包含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
码“绿码”。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月 20日，记者从支
付宝了解到，为了让市民安心过年，目前支付宝

“疫情服务直通车”已上线全国核酸检测机构位
置查询、核酸检测预约、上门采样预约、核酸检
测结果查询等多项服务，支付宝核酸检测机构
预约服务已覆盖超 76个城市、超 200家机构，网
上预约上门采样服务目前覆盖 45个城市。

据悉，用户通过支付宝搜“核酸检测”，点击
进入“新冠核酸检测服务”专区，即可查询全国
采样点位置或附近核酸检测机构位置，可进行
提前预约检测，或预约上门采样。此外，上支付
宝搜“疫情”进入“抗击新冠肺炎”专区，也可直
达核酸检测预约页面。另外，检测采样完成后，
用户还可进入支付宝“抗击新冠肺炎”专区查询

核酸检测证明结果。
继去年上线“疫情直通车”专项服务，近日，

支付宝和阿里健康联合又重启了“疫情服务直通
车”，通过专区形式汇总了超 15类便民服务，除
政务办事、生活服务等各项功能，还新增了疫情
资讯播报、各地返乡防疫政策实时查、核酸检测
预约、疫苗资讯查询等多项服务。

支付宝核酸检测机构预约服务已覆盖76城

本报讯（李帆 赵亮 董志振）1 月
19 日，中铁七局三公司石家庄地铁 2
号线项目部火速调集 60 余名施工人
员，积极响应中国中铁京津冀区域总
部号召，紧急驰援石家庄黄庄公寓隔
离点。

此次三公司负责施工的区域位于
石家庄市正定县与藁城区交界处黄庄
村南。共占地 510亩，将建设 3000间集
成房，用于安置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和
次密切接触者等人员。将于 1月 25日
全部完成，投入使用。

中铁七局三公司驰援石家庄黄庄公寓隔离点建设

作为陕建集团
京津冀市场开发的
主力军，陕建九建
集团接到援建石家
庄集中隔离点紧急
任务后，连夜组建
抗疫防控建设领导
小组，抽调 80 多名
骨干力量奔赴石家
庄黄庄公寓集中隔
离点，图为援建队
伍在现场进行水电
安装工作。

秦韵 李雨姝
裴晓倩 李鱼 摄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何时开始？

1月15日，第三十四届西安城墙新春灯会开始在西安城墙景区布展。据了解，本次灯
会将于2月4日正式亮灯，以绚丽多姿的风采迎接牛年春节到来。 杜成轩 摄

当今互联网时代，“流量”这个词大热起来。据新
华社报道，靠“养号控评”虚增流量的灰黑产业链，现在
已经大行其道，看似操作简单的虚假流量“生意”，整体
规模已达千亿之巨，遍及各大互联网平台。

在网络信息海洋中，如何才能让一条微博脱颖而
出，获得几亿阅读？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广州学
生家长刘某，因女儿在学校被罚跑步，对老师心生怨恨，
于是就伪造了“血衣”，拍成图片发布在微博上，谎称女
儿患有哮喘，被老师体罚致吐血抢救。尽管内容劲爆、
用词犀利，这条微博还是淹没在网络的海量信息里，并
未掀起多大水花。不甘心的刘某通过网络检索找到了
网络推手，花了760元，最终这则消息被转发140万余
次、评论46.5万余次、阅读5.4亿次，登上微博热搜。

互联网以数据自傲，数据的生命在于真实，如今却
是互联网最引以为傲的数据出现了问题。炮制虚假流
量的灰黑产业链，操控舆论关注点等行为，极易变异为
破坏互联网生态、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不法工具，触发
诸多社会风险。只要花760元，“水军”能把一条虚假消
息炒成5.4亿阅读量，释放出什么信号？互联网从来不
是法外之地，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灰黑
产业链就像一个毒瘤，再不解决，只会不可收拾。

面对“760元＝5.4亿阅读”的现状，我们在新的一
年，亟须从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治理等层面多管齐
下，打击流量黑灰产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提高治理网
络黑灰产的法治化水平。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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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运学院聘请知名劳模专家为客座教授
本报讯（韩庆聚）近日，陕西

工运学院负责人专程来到中航西
飞、航天四院、中铁一局等单位，
将大红的聘书呈给全国知名劳
模、优秀班组长薛莹，时代楷模、
大国工匠徐立平，全国劳模、最美
奋斗者窦铁成，全国优秀工会工
作者吴继文等，聘请他们为陕西
工运学院客座教授。

据介绍，此举是学院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更好服务工会、服务职
工、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对讲
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工匠故
事，推动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此
前，学院还聘请了我省著名文化
学者、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
任委员王建领，优秀党务工作

者、陕煤集团总政工师李永刚，
优秀工会工作者、陕鼓集团党委
副书记王建轩，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长庆油田工会常务副主席张
玉平，工运理论研究专家、省总
工会原副主席陈一民，工运理论
研究专家、省兵器工会原主任刘
中会，职工艺术家、省总工会宣
教部原副部长马亚飞等资深工会
人为客座教授。

未来几年，学院还将进一步
拓宽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
继续扩大师资阵容、打造名师名
课，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和办学水
平，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工会干
部队伍、培训企业一线优秀班组
长、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养老护
理员、大力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等方面推出更多举措，在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谋求新发展，
实现新跨越。

工匠大咖来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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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 实习记
者 董欣）1月 21日，记者从省公
安厅获悉，2020年我省破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 8055起，同比上升
24.3%，抓获犯罪嫌疑人11957人，
同比上升266.2%。

为了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省联席办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开展“断卡”行动，排查涉诈
银行风险账户 8.86万个，列异企

业、商户40余万户，封停涉诈电话
号码 34.6万余个，封堵诈骗网址、
域名 9万余个。查处涉诈“两卡”
犯罪嫌疑人 4460人，打掉“两卡”
贩卖团伙 230个，收缴手机卡 5.7
万张、银行卡3960张。

据了解，省公安厅在全省开
通96110反诈预警专号，配套建立
了报警人、110、反诈中心三方通
话机制，全面提升防范工作效能。

去年陕西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8055起

2022年西安将新建三级医院13家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 月

20 日，记者从西安市发改委获
悉，在刚刚召开的中共西安市委
十三届十二次全会上，全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实现新突破成为西
安市今年的工作重点。

据了解，西安市计划到 2022
年新建三级医院 13家，新增三级
医院床位 1.3 万张以上，创建国
家级重点专科 10 个以上，建成
12个专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6

个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9 个高
水准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区县
级医院全部达到三级医院服务
水平，建成“15 分钟医疗卫生服
务圈”。

据悉，西安市还将大力发展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促进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在大力提升

“硬环境”的同时，更加注重打造
城市“软环境”，促进人民群众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本报讯（张恤民）近年来，洋
县为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去年全县完成 88个重
点项目投资 104 亿元，占年计划
的 106.7%。

洋县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
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
围绕产业升级、有机农业、教育事

业、扶贫就业、全域旅游等领域开
展新项目。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招商引资，去年新签招商引
资项目 28 个。围绕有机产业优
势，持续壮大“米、果、菌、药、畜”
五大区域特色产业，不断践行绿
色生态发展理念，做活“文化+”

“旅游+”文章。

洋县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0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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