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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西安火车站南站房中厅及第
二、第四候车室正式投入使用。至此，西安火车
站一二三四候车室全部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

据介绍，改造后的中厅面积增至 1700 平方
米，第二、第四候车室面积可达1800平方米。此
次修缮仍然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改造整体风
格以“丝路起点”为主题，在中厅呈现丝路百景
图，采用3D打印席纹铝板等技术，提升了车站的
文化品位。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1月20日，重新粉刷装扮后的西安小寨人
行天桥焕然一新。此次小寨人行天桥以红白灰
三色为主色调进行“装扮”，栏杆还是以白色为主
基调进行粉刷，上下台阶都重新铺设了暗灰色的
地垫，吸水防滑。 杜成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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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燃点低，遇火、遇热易自燃，使用时不要靠近
热源、避免明火。

给电器表面消毒，应先关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再
进行；擦拭厨房灶台，要先关闭火源；取用后须立即将
容器上盖封闭，严禁敞开放置。

健 康 提 示

酒精消毒谨防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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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中市
镇巴县志愿者在
指导入陕人员扫
描健康码。为切
实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人
物同防”工作，该
县志愿者在县高
速路口协助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

魏剑 摄

《指南》中提出的大部分措施，餐饮单
位一直在执行，而且部分措施会更加严
格。但是对于“提倡就餐时间不超过两小
时”，当记者问到多名餐饮单位负责人时，
大家均表示落实“就餐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可能存在难度，作为服务行业，只能是善意
地建议，不可能去强制。

“80%的顾客都能保证在两小时内结束
用餐。超过两个小时的基本都是年轻人或
者共叙兄弟情谊的顾客，但也不会超过太长
时间，而且这些人通常会在包间内就餐，对
其他顾客影响相对较小。”张凯说。

“限时用餐还需要看我们供餐的时间，
顾客不是进店就能用餐，用餐人数多时会存
在顾客等餐时间，饭后大家聊天相对普遍，
所以限时两小时用餐会存在一定困难。”张
明说，目前店里共 132个卡位，上座率最多

时有50桌，所以可能存在顾客等餐现象，但
是会尽量安排顾客分散就坐。

西安市商务局局长张选民在西安市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情况的新闻
发布会上提到，餐饮单位首先要做好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体温异常坚决禁止上岗；
要根据就餐人流情况，加强通风换气和消
毒频次；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
每日清洁消毒不少于三次，并做好记录；
做好进店人员扫码、测温、戴口罩、保持安
全距离等措施；餐饮单
位应提供“公筷公勺”
服务，并提倡单桌人数
不超过9人、聚餐时间不
超过两小时，春节期间
不搞群体性聚会接待。

本报记者 牟影影

两小时就餐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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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餐饮行业齐力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近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餐饮服务

单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

南》等4个防控指南。《指南》对餐饮服务

单位的内部管理和环境卫生要求作出详

细规定。随后，陕西省饭店协会下发了

相关工作安排。为了解餐饮服务单位的

具体落实情况，1月21日、22日，记者先

后走访了西安市几家餐饮服务单位。

1月 21日晚上 6点左右，记者通过扫码、测温
进入位于西安市电子正街的川渝人家，在服务人
员的指引下来到二楼就餐大厅，看到只有两桌客
人散落在大厅两端。

“大厅可以摆放十几张餐桌，疫情发生后，
为了分散座席，目前只摆放 8 桌。平时下午最
多时就 5 桌，包间一天只有 2、3 桌。单包 10 人
座位要求最多不超过 7 人就餐。”川渝人家店
长相维鸽介绍。

“我们餐厅会根据用餐人数提供更大的包

间。例如，8 人用餐，就提供可容纳 16 人的包
间。但是为了保障使用，通常会限定时间，并提
前告知客人。”西安市昱城酒店管理公司经理张
凯向记者介绍。

昱城酒店管理公司同时还有酒店、宾馆和物
业等项目。张凯介绍，公司托管的各项目，要求
餐桌摆放保持1米以上距离，而且每个餐桌都有50
公分的隔板，将就餐员工隔开。对于就餐人数多的
项目，会采取限量、限时、错峰就餐的方式，保障
同一空间的就餐人数不超过桌位数的一半。

“我们提供的是‘一人一公筷、一人一公勺’服
务，而且每位顾客配备消毒湿巾。”相维鸽说。记
者注意到，每位客人面前都放着颜色不同的两套
筷子。同时，服务人员在传菜时都使用保温盖，既
可以保证菜品温度，也防止传菜过程中被污染。

1月 22日晚，记者在锦翔炝锅城（东五路店）
看到顾客们用餐时都很自觉地使用公筷。据服务
人员介绍，店里一直提倡使用公勺公筷。“疫情前
大家都不重视公勺公筷的使用，也不讲求分餐
制，目前公勺公筷的普遍使用，不仅降低了交叉

传染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公共
卫生意识。”就餐人员陈先生说。

记者随机采访顾客时，大家都表示现在外出
就餐时，基本服务人员都会主动提供公勺公筷，并
倡议大家使用。

按要求提供公筷公勺

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出示“防疫健康码”“行程卡”
信息等相关工作，是每位顾客及工作人员进入餐饮服
务单位的必要程序。除此之外，记者到访的几家餐饮
单位，每天都会进行三次消杀工作，对桌椅、门把手、电
梯间、厨房、卫生间、操作间、更衣室、用餐区、货箱、员
工宿舍等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都会进行消杀。

“舌尖上的安全不可忽视。除了国家、省市的
规定，由我们提供服务的甲方也有更严格的具体要
求，所以在疫情防控工作上要更为精细。”张凯说，他
向记者展示了各个工作群中每日定时消杀工作的视
频记录。“疫情防控无小事，所以要尽最大努力做到不
疏忽，这样做是为了多方共同监督防控工作。”

《指南》提出，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及索证索票制
度，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外出采购人员要做好个
人防护。严禁采购和制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记者了解到，锦翔炝锅城共有 9家店，均采用
“中央厨房”供货，采取冷链配送的模式。“货源在厂
家发货前、进入中央厨房前会经过两次核酸检测，目
前采购货源均为国内食品。”锦翔炝锅城（东五路

店）前厅经理张明介绍。
“所有食材选购必须为胡家庙等大型蔬菜批

发市场，方便追溯源头。疫情发生后，公司对菜谱
进行调整，不会采买任何冷冻食品，采买的均为国
内冰鲜食品。”张凯介绍。公司采购实行“谁采购
谁负责”的制度，任何货品必须经过供应商、采购
部、厨房部三方验收合格才可购买。

定时消杀不疏忽

食材源头可追溯

10人桌位就餐最多坐7人

本报讯（记者 牟
影影）1月25日，记者
从西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西
安 2021 年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退休预报工
作正式启动。今年年
内，西安将实现符合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
件的企业职工及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的企业
职工两类人员退休预
报线上审批。

据了解，为确保
新旧退休审批模式顺
利切换，今年将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分
阶段、分批次方式进
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退休预报。

第一阶段为业务
培训+退休预报阶
段。时间为 2021年 1
月 18日至 3月 31日。
在此期间，退休预报
工作仍采取线下审
核方式。受理预报
对象为 3月底前符合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条件的企业职工及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企业职工。

第二阶段为改革
试点+退休预报阶
段。时间为 2021年 4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退休审批系统
进入测试阶段，在此
期间，有意愿参加退
休审批线上试点的
企业，可向西安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
提出申请参加线上预报，其他企业仍
采取线下退休预报方式。该阶段的预
报对象为 6 月底前符合特殊工种提前
退休条件的企业职工及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的企业职工。

第三阶段为改革实施+数据审核阶
段。时间为 2021年 7月 1日至 11月 30
日。除少数经办能力较弱、综合评估风
险较大等不适合实行线上办理退休审批
的企业外，原则上全部企业通过线上办
理。本阶段预报对象为 2021年底前符
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的企业职工及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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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王若潼（女）身份证号610404200907160545，出生证明遗失，

特此声明。

据新华网 1 月 24 日，记者从中科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悉，该所郑永唐
团队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秦建华团队合作，建立了一种仿生肠
芯片感染模型，为新冠病毒致病机
理、传播途径研究和快速药物评价等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目前，该研
究成果已发表在著名国际期刊《科学
通报》上。

有 20%-50%的新冠患者具有明显

胃肠道症状，包括腹痛、腹泻、便血，甚
至肠道穿孔等。在患者粪便样本中，还
可发现病毒RNA，这意味着肠道有可能
是新冠病毒攻击的另一主要靶器官。
但此前，鲜有针对新冠病毒诱发肠道感
染的研究。

研究团队仿生建立了一种可灌注
肠芯片装置，模拟肠组织微环境。整套
装置具有建模周期短、耗费低和易于动
态观测等优势。研究在昆明动物研究

所BSL-3实验室进行。
研究发现，当肠芯片装置暴露于新

冠病毒后，在人肠上皮细胞内可见大量
病毒复制，同时出现绒毛破坏、黏液分
泌细胞分布异常、钙黏蛋白表达水平降
低等多种肠组织屏障损伤改变。此外，
病毒感染还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以及细胞数量明显减少、细胞间连接蛋
白表达降低等改变。

研究团队还利用肠芯片装置探究

新冠病毒诱发的肠道感染，发现新冠
病毒可导致人肠组织屏障功能障碍、
内皮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等一系列病
理过程。

“下一步还可结合人体多种肠道免
疫细胞和肠道微生物等因素，在芯片上
建立更加复杂的肠道免疫微环境，这对
深入研究肠道病原体与宿主间相互作
用，以及病毒传播途径等具有重要意
义。”郑永唐说。

仿生芯片探明新冠病毒感染损伤肠道组织机制

徐骏 作

（上接第一版）
2月 7日，吴佩孚在列强的

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对罢工
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施洋、
林祥谦、高斌等 52位同志英勇
牺牲，300多人身负重伤，1000
多人被开除，流离失所。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
沿线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但是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没有
退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踏
着烈士的脚印，又开始了新的
斗争。1924年 2月 7日，全国铁
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郑州分工会恢复后，汪胜
友被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
司文德被选为工务处工人总代
表，他们二人在中共党组织的
领导下，于 1926 年 7月组成秘
密战斗小组，经常在夜里卸掉
铁轨上的枕木，烧毁桥梁，有力
地打击了封建军阀。1926年10
月6日二人被捕，15日被杀害于
郑州的长春桥。

岁月变迁，曾经的水深火
热之地如今已换了新颜。

“1951 年郑州市翻新道路
时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
场。当时广场内建有一座木
塔，1971年木塔倒塌。为了纪
念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郑州市

政府当年在原址上修建了二七
纪念塔。二七纪念塔自建成以
后一直走在郑州市文化传播
的最前沿，许多工商企业都以
二七塔为商品注册商标，环绕
二七纪念塔周边，二七区、二
七路、二七商圈……可见二七
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二七纪念塔不仅
成了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也成
为郑州人心中的精神之塔。”陈
默讲解道。

如今，站在二七纪念塔顶
眺望周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
灯火璀璨，现代商业都市的繁
华一览无余。

郑州二七纪念塔自诞生之
日起就带着历史的记忆，镌刻
着红色的基因，自 1971年落成
以来，它就像一位岁月老人，
见证着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
与变迁，而其所代表的“二七
精神”，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中
延续和传承。

“烈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
来和平幸福的生活，在我们铭记
历史、瞻仰先烈的同时，请不要
忘记继承先辈遗志，发扬团结
互助无私无畏的精神，将我们
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陈默话音刚落，塔顶又传来了
《东方红》的乐曲声。 （王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