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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即将到来，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2月 8
日发出提示——防疫意识不能丢，安全理性过春节。

做好防疫 谨慎出游

当前疫情形势要求我们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持续绷
紧防疫这根弦，主动了解并严格遵守国家和当地的相
关防疫政策，制订科学的出行计划，尽量不去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不安排跨境出行。特殊人群，比如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孕妇等人群，尽量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公众
场所，如有出行计划，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
洗手、测体温、勤消毒，并按照要求积极配合查询健康
码、登记身份信息等。

减少聚餐 反对浪费

春节期间与家人、亲戚或者朋友免不了聚餐，但今
年建议消费者尽量减少聚餐。若选择外出就餐或者在
餐厅订年夜饭的，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严
格实行消杀措施的餐厅，用餐后记得索要发票或收据，
确保发生消费纠纷时维权有据。

食品消费 安全为先

消费者在选购过年的食品时要关注安全、健康和
营养，拒绝野味，并注意食品种类的均衡。在选购时，
一要选择信誉良好的网店或超市，不购买“三无”产
品。二要按需适量购买年货，以免囤积太多造成变质
和浪费。在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尽量不直接用手触
碰，同时做好外包装消毒等防范措施，烹饪时要烧熟
煮透。

面对促销 当心套路

春节假期面对商家的各类促销手段，消费者要擦
亮双眼、保持理性，避免陷入商家虚假打折、低价诱惑
等“套路”。消费者应尽量选择到正规商场、超市或电
商平台选购商品，不过分追求奢侈，不盲目“为节消
费”。此外，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购物的，还要注意个人
信息的保护，防范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风险。

预付消费 谨防跑路

当前，预付式消费纠纷时有发生，消费者办理预付
卡后，商家或是暂停营业，或是卷款跑路，或是设置霸
王条款等，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春节期间，许多商家
可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预付费充值活动来吸引消费
者。对此，消费者一定要结合商家的信誉度和自身实
际需要来办理。办理预付卡时，不要一次性充值较大
金额，尽量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合同条款，
明确预付卡的使用范围、退卡条件等重要事项。

户外游玩 安全为主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可能早已决定在春节假期
进行户外游玩。由于一些户外运动存在一定风险性，

这就需要消费者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在享受户外项目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时，
避免人身财产安全受损。如提前了解景区情况，制订详细出行攻略；严格遵守
景区规则，切实落实预约限流制度；合理评估自身能力，不选择难度系数较高
的活动；租用运动装备应做好安全检查，以免因损坏引发纠纷或意外等。尤其
是在选择风险较大的活动项目时，可通过购买保险等来分担风险。 （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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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欢喜祥瑞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2月 9日，记者从省文物
局获悉，陕西各文博开放单位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限
量、预约、错峰”的前提下，集中推出70多个线上线下展
览和130多场次的线上线下活动，更好地满足就地过年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留陕过年的人们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充实的春节。

据了解，线下展览主要有陕西历史博物馆“古芮新
迹——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考古成果展”、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藏韵盛宴——西藏文物珍品展”、西安碑林
博物馆“士子的行旅——‘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中国古
代科举与旅行特展”、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搏艺——汉代
体育文化展”、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美好生活——宝鸡考
古所成立四十年成果展”、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
室“中国美术馆馆藏鲁艺木刻精品展”等原创历史文化
展，为观众奉上文化大餐。

线上展览主要有省文物局“互联网+革命文物”教
育平台推出的“红旗漫卷——陕西革命旧址云上系列

展”，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的“秦风颂廉——陕西廉政文
物展”，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推出的“平天下——秦的统
一”，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推出的“行稳致远——中国牛文
化系列微展”，西安博物院推出的“‘牛’转乾坤 祈福长
安——辛丑（牛年）新春牛文化联展”虚拟展览等。

今年春节博物馆公众教育活动类型多样，既有传统
的以过年习俗和传统手工艺为主的剪纸、灯谜竞猜、文
艺演出、新春祈福等。各文博单位还依托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淘宝等网络平台推出短视频、直
播、微视频等，使云游博物馆、线上打卡博物馆、云上参
与成为常态，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参与博物馆文化互动，
也为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宅家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同时，大明宫遗址公园、西安城墙推出新春灯展，杜
陵遗址公园、天坛遗址公园、青木川古镇、党家村等文博
单位也正常开放迎接八方来客，汉景帝阳陵博物馆、西
安碑林博物馆等单位还通过免门票或减免门票等方式
让更多观众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年。

本报讯（米蕾）为确保广大市民平
安过节，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全力以赴
做好年前检查、消缺，精心安排部署节
日期间各项安全供电和优质服务措
施，保障春节期间市民用电无忧。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要求各单位高
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节日保电工作，
明确保电重点，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同时开展客户侧用电安全隐患排查，
特别是对医院、旅游景点等重要用户，
大型居民小区的供用电安全情况进行
了全面摸排和隐患消除。

春节期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将
加强应急保障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实
施 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落实节
日期间抢修及后勤保障措施。

本报讯（刘望）日前，西安城市公共
自行车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
息，春节期间，7.9万辆西安公共自行车
可免费骑。

2月11日至17日，手机扫码用户与
持卡用户，可免费骑行1943个有桩站点
和 6136个无桩站点的公共自行车。春
节期间，公共自行车 24小时运营，客服
热线965318全天候服务。

另悉，西安公共自行车公司营业网
点暂停办理业务，2 月 18 日起恢复正
常。暂停办理业务网点——1.凤城二路
客户体验中心：凤城二路与未央路十字
向东200米自行车公司院内；2.曲江闸机
服务点：会展中心地铁站C口右手侧。

西安7.9万辆
公共自行车免费骑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确保市民用电无忧 为保障春节期间公路安全畅通，方便人民群众便捷

出行，根据我省近期流量变化规律和节日出行特点，综
合考虑疫情影响，陕西省公路局和陕西省高速公路收
费中心对全省公路网运行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发布
全省公路网出行指南，供大家出行参考。

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日均103万辆
预计今年春节期间，陕西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气

温偏高。2月 13日（初二）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秦
巴山区道路可能结冰，对通行产生影响。

通过近年春节假期全省公路网交通流量数据分
析，综合考虑疫情和收费公路免费政策影响，预计今年
节日期间，我省公路网交通流量与平日流量相比略有
增长，为平日流量的 1.1倍。

预计 2021年春节期间我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为
720 万辆，日均 103 万辆，是平日流量的 1.1 倍，相比
2020年春节（疫情期间）增长 1倍，相比 2019年春节下
降 26%。预计 2021年春节期间，我省普通公路网日均
交通量约为 5600辆，是平日流量的 1.1倍。

节日期间流量高峰预计出现在 2月 17日（初六），
当天全省高速收费站出口流量预计达到 121万辆，是
平日出口流量的 1.3倍。从时段分布来看，节日期间 10
时-12时、16时-18时为流量高峰时段。

这些收费站易发生拥堵
春节期间易发生拥堵的收费站主要集中在西安市

临近的西宝、西渭高速，驶入收费站易发生拥堵的主要
为临潼、灞桥、阿房宫、三桥、咸阳、咸阳西、鄠邑、曲江、
榆林北、六村堡，驶出收费站易发生拥堵的主要为灞
桥、石马川收费站。

春节期间出入口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多集中在西安
绕城高速，主要为曲江、六村堡、高新区、长安路、灞桥、
三桥、丈八、咸阳、杏园、新筑。

据了解，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多发路段有绕城高
速长安至纺织城之间、京昆高速西汉段宁陕至纸坊
之间、京昆高速汉宁段勉县至汉中之间、包茂高速西
镇段营盘至太乙宫之间、福银高速蓝商段葛牌至杨
斜之间。 （谢斌）

全省公路网出行指南发布

预计流量高峰出现在大年初六

牛年新春看文博
陕西各文博开放单位将集中推出7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

←2 月 5 日，西安
市未央区长庆兴隆园
社区在悬挂灯笼，迎接
牛年春节的到来。

张卫华 摄

←为响应号召，陕建二建集团临潼蓝光长岛项目部近
百名农民工兄弟和管理人员，今年就地过大年。公司工会
作为“娘家人”，带着祝福和礼物来看望大家。 艾青春 摄

↑2月7日，在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盛
世华彩”泥塑彩绘牛亮相，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氛围。

据了解，“盛世华彩”泥塑彩绘牛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技艺传承人胡设计创作而
成。以秦川牛为原型设计，重达1吨，造型雄健有
力、宏伟大气。 李世平 摄

本报讯（王文静）日前，作为奋战在能源
供应一线的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响应号召，
倡议职工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助力防疫。

发放米面油等食品，保障职工春节期间
生活必需；录制新春慰问视频，留住声声祝愿
和张张笑脸；在厂区悬挂灯笼亮起“火树银
花”，营造春节喜庆氛围……在确保防疫安全

措施到位的同时，该公司通过一系列关爱措
施，让选择就地过年的职工把这个年过得既
有年味又安全。

与运行职工一起聊工作聊家常，召开职工
食堂改造座谈会，深入生产一线慰问送去水
果。该公司用心用情让就地过年更有年味，让
坚守一线的职工在岗位上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2月 7日，春运第 11天，距大年
三十还有4天时间。

柔和的阳光照在西安火车站
南广场上，乘车的旅客提着行李，
依次有序排队进站。与往年热闹
的车站相比，今年显得有些冷清。

上午10时左右，正是客运班车
发车的黄金时段。在车站售票大厅
重点旅客与残疾人窗口，售票员
李聪正在为一对老年夫妇办理售
票业务。她问清老人的购票需求
后，双手飞快地敲击键盘，将符合
要求的车次信息呈现在窗口外交
互屏上，供老人选择，最终帮助老人
成功买到2月20日去郑州的车票。

两位老人离开后，李聪告诉记
者，电子车票推广后，旅客可以直
接在网上买票，刷身份证进站乘
车。虽然来大厅买票的人相对少
了，但实际上窗口服务的工作量并
没有减少，由以前追求速度效率转
化为更加注重服务品质的提升。

工作 12年，参加了 9次春运。
李聪笑着说：“大家过年都是从岗
位到家，而我们铁路人员却是从
家到岗位，也算是逆行者。让大家安全回
家过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让我们感
到幸福的事。只要旅客需要，我们就在！”

实习记者 董欣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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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白水
公路管理段走访慰问
公路养护一线困难职
工，为他们送去米面
油和慰问金，把工会

“娘家人”的关怀送到
困难职工心坎上。

兰芳 刘红斌 摄

渭河发电公司 暖心举措保障职工就地过年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定制个
性化体检表，全面分析卫星健康状态，
定性绘制卫星健康状态变化曲线……
春节前夕，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在轨
运行的 52颗北斗导航卫星进行逐个

“体检”，确保北斗导航星座在春节期
间平稳运行、提供精准服务。

据了解，此次“体检”自2020年6
月30日北斗三号“收官之星”完成定
点后，西安中心对北斗二号、三号导
航星座运行状况的第一次全面排查。

“卫星上天以后，并不意味着我
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像人一样，

它们时不时也会有一些‘小病小痛’，
甚至有的卫星还有‘慢性病’，这就需
要我们通过定期‘体检’来实现早发
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航天器长期管理部工程
师吕朋亮形象地向记者介绍。

走进位于西安中心的导航卫星
管理中心，52颗在轨运行北斗卫星
的运行状态、实时星下点、遥测参
数等信息清晰可见。春节期间，西
安卫星测控中心将继续实行 24 小
时全天候值班管理模式，守护好所
有“中国星”。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对52颗北斗导航卫星进行“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