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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欢喜祥瑞

↓2月2日，在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邮政
支局，张女士给远在江苏苏州的家人邮寄
平利特产腊肉、竹笋等。

据介绍，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
线上打年货越来越火爆，电商包裹增多。同
时，因倡导就地过年，民用包裹寄递增加，同
比增长104%。 刘应珊 刘沣 摄

↓2月1日，在位于西安浐灞生态区的中天西北
集团旭城昌泰项目一期建设工地上，40名来自四川、
湖南等地的建设者，响应政府号召，留在西安过大
年。他们不仅收到公司赠送的价值700多元的礼包，
还享受到了京东快递免费将年货寄回老家的服务。

袁景智 摄
↑春节临近，西安的大型超市

里年货充沛，货架上挂满了红灯笼、
中国结、福字春联等年节产品，供消
费者选购。 王忠义 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白瀛 梦雪）2021 年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第一
次联排 1日在京举行。今年春
晚将推出魔术剧、微型音乐剧
等多种新节目类型，同时舞蹈
数量有望创下历届之最，中国
古典舞、少数民族民俗舞、现
当代舞、芭蕾舞、街舞等舞蹈
艺术百花齐放。

据总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受疫情影响，一些演员无法来
到现场，为此，总台春晚将首
次采用“云”传播、“云”互动形
式，实现隔空连线。

此外，今年总台春晚在往
届与专业艺术院团合作的基
础上，专程向国家一流艺术院
团邀约，打造专属的“精品定
制”之作。

今年央视春晚将推出新节目类型
舞蹈数量有望创下历届之最

统计显示，我国的移动支付用
户已超过8亿，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连
续三年居全球第一。那么，在过去
的一年里，哪些人最喜欢用移动支
付？每天会用几次移动支付？2月
1 日，中国银联公布的一项调查报
告，向我们揭示了移动支付到底有
多普及。

平均每人每天使用3次移动支付

通过对全国超过17万人的调查分析，中国银联发布了
《2020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研究报告》。报告显示，98%的
受访者选择把移动支付作为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调查显示，2020年，平均每人每天使用移动支付的频
率是3次，每天使用5次的人群占比也达到了总调查人数的
四分之一。哪些人最喜欢用移动支付呢？答案是 95后的
男性，他们平均每天使用4次移动支付。此外，二维码支付
已经成为人们最常用的移动支付方式，用户占比超过
85%。那么，人们最喜欢在哪些场合使用移动支付呢？

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在线上，信用
卡还款、网购、虚拟物品、外卖等相关的场景使用的频次比
较高。在线下，主要是小微商户的一些使用。50岁以上的
人群使用移动支付去进行线下购物的比较多，主要集中在
菜市场、超市和一些实体零售的商店里。

七成用户有过不良支付习惯

调查显示，使用移动支付时，约有7成的用户都有过影
响支付安全的不良习惯。王宇表示，有三种行为是比较靠
前的。第一，所有的支付当中都使用同样的支付密码。第
二，使用过程当中在公共网络环境下进行支付。第三，更换
手机的时候没有及时解除APP当中的银行卡绑定情况。

调查还显示，2020年有8%的受访者遭遇过网络诈骗并
发生了实际经济损失，其中，00后年龄段人群遭受损失的
比例最高，达19%。

中国银联的调查报告还显示，2020年人们遭遇网络诈
骗后的整体损失比 2019年下降了 4个百分点。但网络赌
博、跑分等新型诈骗形式更需警惕。受访者中，接近六成参
与过网络博彩的人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养成安全习惯 守好个人信息

扫一扫、碰一碰就完成了支付，移动支付的便利性让它
越来越受欢迎。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防范哪些风
险呢？中国银联专家提出了防范建议。

首先是管理好个人账户及二维码，及时注销睡眠银行
卡及账户，不出借、出租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如果出借账
户被用于非法资金转移，提供者将被立案追诉且 5年不能
使用移动支付。其次是守护好个人敏感信息，不随便在网
站填写卡号、有效期、密码等支付信息；防范不法分子以“高
利理财”“虚拟货币”等噱头进行“利益”诱惑实施欺诈。三
是坚决抵制网络赌博、“跑分”等非法平台活动，不要相信

“刷单”“兼职”等所谓快速赚钱途径。
此外，支付时还需注意不连接公共wi-fi进行支付，特

别是更换手机时，一定要注意将APP与银行卡解绑、卸载
APP、将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等。

王宇还提醒，一旦手机丢失，要第一时间向运营商挂失
手机卡，向银行挂失银行卡，冻结账户交易等。如果手机里
有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软件，也要第一时间挂失或冻结账
号，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失。 据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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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创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过程

中，该公司以劳模精神为引领，以职工
技能提升为重点，建设了薛小永全国
劳模工作室、王军全国机械冶金建材
行业工匠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冯建
斌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
工作室等 5 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经过多年苦心经营，5个劳模创新
工作室共获得国家技术专利 10项，完
成创新创效项目 398 项，直接创效
1350余万元。还带动产生了“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中国好人”杨张健、“中国
好人”解宁、“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姚永
青等先进典型，形成了“群星璀璨、照
耀钢城”的效应。

在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引领下，
该公司加强职工思想引领，通过多种
形式、寓教于乐的职工文化活动，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年度开
展“一季一赛”品牌文化活动取得丰硕
成果：龙门钢铁行鼓、篮球、拔河、志
愿服务四个品牌文化活动已经成为
了企业的靓丽名片；“龙门钢铁行鼓
队”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大赛，先后
亮相第十一届香港国际音乐大赛、央
视春晚和《魅力中国城》；“龙门钢铁
篮球队”夺得 26届“乌金杯”和第五届
全国“首钢杯”男子篮球赛冠军；职工
拍摄的微电影《薪火花开》荣获全总
2020 年全国职工“网络正能量微电
影”活动优秀作品奖，“行鼓行”获得
陕西省第九届艺术节比赛舞蹈类第一
名的优异成绩。

职工素质的整体提升，增强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先后荣获全国
文明单位、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单位”、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多

项殊荣。
群众监督 拓展职工参与新途径
该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段江峰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
召开职工民主监督评价会 40 次，评
价项目 81 项，助推企业走上高质量
发展之路。”

这是该公司创新建立职工民主监
督评价工作机制所取得的明显效果。
目前，评价领域已涵盖职工薪酬体系、
维权帮扶、岗位履职、劳动保护、合同
履约等方面，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公司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工作荣获“陕西省厂务公开
职代会五星级单位”。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多年来，该公
司工会依托工会法律法规及有关章
程，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探
索创新模式，每年定期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充分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
2020年，创新服务职工的方式和手段，
建设“智慧工会”综合服务平台，形成
在线帮扶、在线福利、在线培训、在线
交流、在线业务办理的服务职工体
系。同时，针对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和
工会重点工作，建立网上“挑战制、认
领制、指派制”，拓宽了职工参与企业
管理的途径，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服从党委，助力行政，依靠群
众”。该公司工会以创建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为抓手，团结引领广大职工，
一手抓生产经营，一手抓安全环保，
不仅取得了持续盈利的生产经营好
成绩，还打造了让业界赞叹的绿色生
态文明新钢城，建成了区域首家以

“一馆一中心四景点”为核心的国家
4A级工业旅游景区，被国家工信部评
定为“绿色工厂”。 本报记者 阎瑞先

本报讯（郭沛然）随着新春的
脚步临近，不少过年要乘坐地铁的
市民纷纷提问，“白酒可以带上地
铁吗？”“带大件行车可以乘车吗？”

“带免洗消毒液能进站吗？”……2
月1日，笔者走入地铁站一探究竟。

西安地铁工作人员表示，考虑
到运营安全与市民需求，每名乘客最多可携带
1瓶 500毫升及以下凝胶免洗消毒液和酒精棉
（片）进站乘车，但不允许在地铁范围内使用。

对于过年期间的热门物品，如白酒、大件
行李等，市民也需要格外注意。乘客携带行李

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60斤），长度（长、宽、高
之和）不得超过 1.8米，体积不超过 0.15立方
米，如超过上述标准，行李不能带进车站付费
区。同时，原装超过 3000毫升的白酒以及散
装白酒（瓶盖已开封或密封不严），不得携带
进站乘车。

对于家有萌宠的市民而言，地铁除特殊工
作犬（警犬、导盲犬）外，乘客不得携带任何活
体动物进站乘车。此外，使用地铁日票与计次
票的市民需要注意，该票与机场城际线路不互
通使用，如乘客使用票卡从机场城际车站出
站，需补交机场城际乘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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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行李超30千克不能带进地铁付费区 据新华社电“柳色
早黄浅，水文新绿微。”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
京时间 2 月 3 日 22 时 59
分将迎来“立春”节气。
此时节，大地开始解冻，

蛰虫逐渐苏醒，鱼儿浮在未融的碎冰下游
动，“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
介绍，每年公历 2月 3日至 5日为“立春”，
也叫“打春”，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
节气，也是一年四时之始。“立”有开始之
意，“立春”揭开了春天的序幕，标志着万
物复苏的春季到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古人对“立
春”非常重视，一直把它当成节日来过。

罗澍伟介绍，“立春”一词，早在三千
年前的周朝就已出现。东汉以后，朝野出
现“迎春”礼俗，如妇女“剪彩为燕”做头
饰，贴“宜春”于门。唐宋时，“立春”之日，
宰相以下群臣要入朝致贺。明清宫廷，无
论“迎春”还是“鞭春”，礼仪均极为隆重。

至今，我国民间一些“立春”习俗依然
保存，如农村仍有鞭打泥牛的“打春”之
举，意在岁首备耕，企盼风调雨顺。此外，
家中还要吃春盘、吃春饼、吃春卷或吃萝
卜“咬春”，喜迎春天的气氛随处可见。

“立春”只是春天的前奏，此后一段时
间，天气仍会冷暖不定。虽然偏南风逐渐
增多，气温常有明显回升，但冷空气不时
造访，往往出现大风降温的“倒春寒”。

罗澍伟建议公众，要继续做好保暖，
切勿过早减衣。起居宜早睡早起，以保养阳气。三餐可
适当选用辛温甘润的青韭、蒜苗、香葱等，少食辛辣之
物。注意精神愉悦，乐观畅达，以防肝火上升。日常生活
中，勤洗漱、多通风，保持鼻腔及双眼卫生，同时加强户外
锻炼，提升自身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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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紫阳
县红椿镇社区组
织志愿者服务队
走上街头，宣传
疫情防控和禁止
违规操办酒席相
关政策，并劝导外
出人员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程开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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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红英）截至1月31日，安
康水电厂1月累计发电1.12亿千瓦时，
较往年 1 月平均发电量增长 31.42%，
有力缓解寒冬用电负荷。

该厂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
应，紧急开停机 28台次。深度挖潜、

精确调度、连续保持高水位经济运
行，月末库水位较去年同期增长 0.9
米。持续优化机组运行方式，积极保
障生态流量，保证机组运行效率最大
化。努力保障电网用电需求，为抵御
寒潮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安康水电厂
1月发电量较往年平均增长31.42%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2 月 1
日，陕西“全省文物局长会议”在西安召
开，会议回顾总结了“十三五”和 2020
年工作，展望谋划了“十四五”发展思路
和2021年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省文物
保护利用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三大片
区、六大板块、十个主题”文物保护利用
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其中，延安被公布

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2
项考古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项展览位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
览精品。

据了解，2020年我省考古工作取得
显著成果，全省开展各类考古项目 179
项，累计完成考古调查约609平方千米，
考古勘探约118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数
量和发掘墓葬数量超过历史纪录。

去年全省开展各类考古项目179项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从陕
西省公安厅获悉，从 2月 1日起至 4月
30日，将在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查
隐患、破火案”专项行动，确保全省森林
草原防火形势稳定。

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紧盯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等重点区域、
生态敏感区及全省森林防火重点县区，

紧盯节假日、森林高火险期等重点时
段，紧盯故意放火及农事用火、生活用
火、祭祀用火等过失烧毁森林草原或其
它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林区野外违法用火行为，快速侦破涉及
森林草原的放火失火案件，及时消除森
林草原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

省公安厅开展“查隐患 破火案”行动

本报讯（沈倩）近日，随着温泉支
10#杆的落地，新二十一线温泉支电力
架空线路全线落地工程告捷，标志着国
网西安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又一项“十四
运”项目。

新二十一线温泉支位于西安广运
谭大道（欧亚六路之北三环辅道），属于

“十四运”改造工程项目。国网西安供
电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认真编排施工
作业计划和安全措施，在施工作业期
间，该公司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成立了十四运重点项目党
员突击队，项目团队细化施工方案，合
理安排进度，提前高质量完成任务。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十四运”项目建设再传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