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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晚，游客在西安昆
明池七夕公园欣赏 2021 新春水上
花灯会。

自2月4日起，西安多处景区推
出新春灯会，诠释浓郁西安年味。节
假日期间，主要景区灯会累计接待游
客超过3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2 月 23 日，宝鸡市陈仓区特
邀打铁花团队表演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千年绝技“打铁花”，共庆
元宵佳节。 李世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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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贺桐 钱欣欣）眼瞅
着春天的脚步渐渐临近，外面的树
梢冒出了嫩芽、顶起了花骨朵，让
人想要出去走走。据悉，陕西省西
安植物园将于 2月 27日（本周六）
恢复正常开园，开放时间为9时至
17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入园游客请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
员进行体温测量、扫码入园。

近日，千余株陕西羽叶报春已
进入盛花期，在西安植物园花开正

艳。这次陕西羽叶报春的集中展
出，除了让市民能够近距离领略一
下消失百年的美，也希望能让更多
市民了解珍稀濒危植物，关注植物
保护现状。

据了解，陕西羽叶报春（Prim⁃
ula filchnerae）为报春花科报春花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世界上现存
的濒危植物之一，为中国特有物
种、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2017年，西安植物园张莹团队在

洋县调查研究其野生分布、生长状
况时，采收到少量成熟种子并及时
进行抢救性资源保藏及迁地保护
研究。同年进行播种试验，成功获
得 300余株成苗。张莹团队还通
过采用不同时间播种及温度控制
技术，将陕西羽叶报春引种栽培在
海拔 430米的西安植物园，不但成
活且花期提前了 2-3个月。陕西
羽叶报春在西安植物园开花绽放，
引起了广泛关注。 陕西羽叶报春进入盛花期。

西安植物园明日开园 珍稀植物等你来观赏

本周，我国部分地区迎来一波
降温，着实让大家感受到了“倒春
寒”。天气冷下来了，一个领域却
在升温，那就是自热食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来自热
饮品在网络走红，从咖啡、牛奶，到
奶茶、功能性饮料、红酒，各类饮品
皆可自热。早在几年前，自热火
锅、自热米饭就火过一阵。以自热
火锅为代表的自热食品市场，如今
依旧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势头。

不过，与自热食品相关的安全
事故也时有发生，让很多人吃得战
战兢兢。那么，食用自热食品的正
确“姿势”是什么呢？

按说明操作
莫在狭小环境中食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下什么是
自热食品。

自热食品自带发热包，其遇到
水后温度会上升，最长保温时间约
为3小时。使用时，只需将特制的
发热包放在食盒底部，浇上一杯凉
水即可制作出热气腾腾的食物。

“自热食品加热包的主要成分
包括碳酸钠、铁粉、铝粉、焦炭粉、
生石灰等，只要往加热包浇冷水，
食盒就可迅速加热至 150摄氏度，
依靠化学反应放热。”科信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
任阮光锋说。

然而自上市以来，因操作不当，
导致自热食品发生爆炸的事件屡有
发生。一些人因此把自热食品视作

“定时炸弹”，避之唯恐不及。
对此，阮光锋表示，只要规范

操作，自热食品是不会发生爆炸
的。南京航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分公司研发中心主任肖蓉
也表示，消费者如果能够严格按照
规范制作自热食品，总体来说该类
食品是安全的；若不按照规范操
作，就会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消防部门提示消费者，
在食用自热食品前，须阅读产品使
用说明，并严格按照产品提示操
作，特别是不要在汽车、火车车厢
等密闭、狭小的环境中食用。如果
家里用的是玻璃餐桌，最好在自热

食品下面加隔热垫，以避免玻璃炸
裂。同时，食用后，应避免自热食
品垃圾大量堆积或与水直接接触；
使用后的发热包，也应将其按有害
垃圾进行分类处置。

营养单一且钠含量超标
不宜长期食用

由于自热食品食用很方便，因
此很多人会经常性食用自热食品。

然而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
法：在加热自热食品时，热源与食
品直接接触，如果温度超过 65摄
氏度，其中的有害物质就会渗入食
品，长期食用会对人体的消化系
统、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造成
损害，严重的会引发肠癌。

“自热食品只是用自带热源
给食物重新加热而已，热源并不
与食物直接接触。并不影响食
用。这种加热方式，与放在锅
里、微波炉里加热，是一样的。”
阮光锋对此进行了辟谣。

对于这种食品是否会引发肠
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冯霖介绍，肠
癌的发病原因很复杂，学界尚不十
分清楚其发病机理，目前没有充足
的证据证明吃自热食品会致癌。

虽然食用自热食品不会引发
肠癌，但是作为方便食品的一员，自
热食品依然存在营养搭配单一和钠
含量超标的问题，不宜长期食用。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廖小军介
绍，以自热火锅为例，各大品牌的
菜品种类非常相似，多以午餐肉、
粉条、藕等食材为主，营养搭配不
均衡，脂肪、盐等成分含量严重超
标。某知名品牌麻辣嫩牛自热火
锅的营养成分表上显示，该产品
每 100克中脂肪含量为 86.3克，营
养素参考值为 144%；钠含量为5.9
克，营养素参考值为 295%。二者
含量均超过中国
营养学会的推荐
摄入量。其他品
牌自热火锅的营
养成分表，大多也
是如此。（柯济）

吃自热食品 请保持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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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一场
大雪让渭南市大荔
县范家镇 10 万亩黄
河湿地更加美丽动
人。站在高处极目
远眺，远处的黄河湿
地与范家镇的“多彩
渔村”连在一起，成
为一幅天然秀美的
画卷。 李世居 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2月 24日，陕西省
气象局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今春首次大
范围跨区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入冬以来，陕西有效降水偏少，2月份气温
升高，使得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升高。其中，陕
北局地、关中大部、陕南西部土壤存在缺墒，急
需一场春雨缓解旱情，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据了解，为了做好本次人工增雨雪作业，
省人影中心积极与军队和民航空域管制部门
协调，建立了人影作业空域使用绿色通道。按
照省气象局安排，提前做好了火箭弹、炮弹弹

药储备和调运。同时，针对降水系统的移动特
点，积极与河南省人影中心及时沟通，制定跨
区域联合作业计划，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开
展做好各项技术服务。

截至 2月 25日 7时，延安、宝鸡、铜川、咸
阳、西安、渭南、汉中、商洛、安康和榆林10市开
展了地面人工增雨雪作业，共发射炮弹 1043
发、火箭弹 445 枚，燃烧地面碘化银烟条 164
根。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影响共同作用下，作业
影响区普降小到中雨，有效缓解陕西当前旱
情、降低森林火险等级、改善空气质量。

陕西开展今春首次人工增雨雪作业

近日，一段育儿嫂多次殴打孩
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孩子
妈妈通过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
反映，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月嫂育
儿嫂平台管理，把不良从业记录列
入档案，方便雇主查询。这位母亲
的心声，折射出群众对加快完善家
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期盼。

家政业信用缺失问题损害了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了
家政市场秩序，给家政服务业健
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要在鱼龙

混杂的家政市场里快速找到放
心、合适的人选，恐怕离不开用信
用体系支撑起来的“红黑名单”。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建
立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从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这块需求，一些
地方也构建了以信用为核心的管
理体系。但目前的体系还存在未
实现对所有家政服务企业和人员
全覆盖、失信行为登记有漏洞、个
人查询手续繁琐等情况。

谁都想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帮衬家务，家政服务员对一个家庭
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为了消费者
更便捷地能知情、可查询，恐怕有
关部门还得在现有信用体系建设
上拿出更多实打实的举措，让守信
者更“红”，让失信者更“黑”，让“红
黑名单”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在大数据和信息化、网络化手
段高度发达的今天，制度设计者尤
其要把“互联网+”的概念融入到
信用体系查询中来，在方便消费者
查询拟聘请人员既往表现和保护

家政服务员个人隐私间，探索出清
晰、安全、易操作的查询模式，解决

“信息鸿沟”。
加快完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

系建设，不仅仅给消费者一个“放
心”，更会推动家政服务行业走上
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之路。一份
名单多方受益，何乐不为？（刘阳）

淘汰黑心保姆得有“红黑名单”

自 2月 1日起，包括新增试点在内的 27个普通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试点省份实现互联互通，启动试运行。

如何查询参保地是否开通？哪些定点医药机构可以直接结
算？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是否需要异地就医备案……国家医保
局就与跨省直接结算相关的热点问题，回应公众。

如何查询参保地是否开通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3种途径进行查询。
——国家医保局公众号。点击公众号下方导航栏中“我的医

保”-“公众查询”-“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统筹地
区”，选择查询需要查询的省份，即可搜索已开通的统筹地区。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网站。点击网页左下角“跨省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试点查询”进入版块后，再点击左下角“试点地区
情况查询”即可查询。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点击“业务办理”-“异地就
医”-“门诊查询”-“试点地区门诊开通地区查询”，即可查询。

哪些定点医药机构可以直接结算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3种途径进行查询。
——国家医保局公众号。点击公众号下方导航栏中“我的医

保”-“公众查询”-“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药
机构”，选择需要查询的省份或统筹地区后点击“查询”，搜索结
果即为已开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网站。点击网页左下角“跨省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试点查询”进入版块后，点击左下角“异地联网定
点医药机构查询”，可以按照“联网医疗机构”和“联网零售药店”
类别进行检索。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点击“业务办理”-“异地就
医”-“门诊查询”-“异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查询”，可选择相
应省份、统筹地区或者搜索栏内输入某家定点医药机构的名
称，即可查询。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是否需要异地就医备案

对此，国家医保局明确：
已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备案

的参保人员，同步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无需另
外备案；

各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不同，其他有普通门诊就医
需求的人员，按照参保地异地就医管理要求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通过国家医保局公众号，参保人员可以查询所属参保地是
否需要备案，也可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咨询具体要求。

关于查询是否需要备案的具体操作，可以关注国家医保局
公众号，点击下方导航栏中“我的医保”-“公众查询”-“开通普通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统筹地区”，选择需要查询的省份后点
击查询按钮，进行查询。

如何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点击“业务办理”-“异地就
医”。异地就医包含“快速备案”和“自助开通”，分别覆盖 21个
省级地区和 4个省级地区，可分别进行查询。也可以点击“业务
办理”-“异地就医”-“住院查询”-“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查询”
功能版块，了解所在参保地提供的线上备案渠道。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可进入小程序完成“快速备案”。或者通过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中“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完成线上备案。

结算报错怎么办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试运行一周，目前报错常见原因有：“参保地暂时未开通”
“参保人未备案”“个人参保状态异常”“个人账户余额不足”“系统问题”等。国家医保
局根据不同情况，一一解答。

——若是参保地未开通，可以持续关注国家医保局信息发布，会有越来越多的统筹
地区陆续开通；

——若是参保人未备案，请咨询所在参保地，通过线上渠道完成备案；
——若是个人参保状态异常，可以查询近期的医保缴费记录，如有断缴情况应及时

补缴，补缴完成后，再次进行备案或者医保结算；
——若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足，说明个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本次应由个

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城乡居民参保人没有个人账户）；
——若是系统报错，可拨打参保地经办机构电话反映相关问题。参保人可以通过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通过“业务办理”-“异地就医”-“住院查询”-“参保地医保经
办机构查询”，选择参保地可以查看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的咨询电话等信息。

国家医保局提示，参保人员遇到报错情况，可以按照原有报销渠道进行手工
报销。 （彭韵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