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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3月4日，记者从

省妇联获悉，全国妇联近日表彰了一批
2020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我省共有 10 名个人和 6个集体获
得表彰。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再到“天
问一号”的奔火之旅，带领团队持续进行科
研攻关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
研究院西安分院副总工程师陈岚获得全国
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该荣誉每年只
表彰10人，她也是陕西第3位获此殊荣的杰
出女性。

除陈岚以外，还有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
原副院长、儿科主任路生梅，长安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周小莉，宝鸡神农养殖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凌云，铜川市耀州窑唐
宋陶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梁亚萍，延安市
吴起县吴仓堡镇人民政府经济综合服务站
站长杨启卫，汉中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
萃红，商洛市镇安县大坪镇人民政府党委
副书记、镇长姚萍，陕煤集团陕北矿业神南
产业发展公司机电高级工程师马晓燕，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
赞，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西安市纺织城客运站“小酒窝”志愿服
务队、宝鸡市儿童福利院、咸阳市公安局指
挥部指挥中心、渭南市公交总公司 5路公交
车巾帼示范线路、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铁一局集团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这 6
个集体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妇女以受到表彰的
先进个人和集体为榜样，坚守本职岗位，弘
扬“四自”精神，不懈拼搏进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巾帼力量，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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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3月 2
日，陕西省慈善协会 2020 年慈
善志愿服务总结表彰暨“3·5”学
雷锋创新志愿服务座谈会在西
安召开，并启动“3·5”志愿服务
活动周。会议表彰了 2020年度
慈善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71个、
先进个人 43人、志愿服务优秀
项目38个、一元关爱单位17个、
金星志愿者 2人、银星志愿者 4
人、1-5星级志愿者956人。

据了解，此次志愿周立足社
区，因地制宜，协助社区开展防
疫检查、测量体温、人员出入登
记，卫生消毒。重点关爱社区孤寡
老人、重大病患者，力所能及地
满足他们购买日用品、上门送药
等服务需求。在车站、公交站点
扶老携幼，做好维护秩序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0
年 12月，全省慈善志愿者已发
展到 60多万人，为不断促进全
省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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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3月3日，由西京医院、空军第986
医院联合组织的“学雷锋精神·做张华传
人”百名专家志愿服务队大型义诊活动在
西安大雁塔南广场举行。 杜成轩 摄

④3 月 4 日，宝鸡凤凰山海
螺水泥公司组织20余名青年员
工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
集中清理海螺大道环境卫生，受
到当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王红敏 摄

②3 月 4 日，西安市新城区
总工会联合区直机关工委开展
学雷锋主题系列服务活动，在
韩森寨街道华清学府城社区中
心举办“学习雷锋活动月”启动
仪式。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③3月4日，西安市公交集
团保修分公司组织 20 余名青
年志愿者在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公交站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 本报记者 钟洁 摄

⑤3月3日，陕投集团电力运营
公司组织开展“迎十四运 创文明
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30 余名
来自于公司项目部、电力试验研究
中心及机关的党员、团员志愿者在
西安市未央路街头开展活动。

曹林 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 实习记
者 董欣）3月 4日，记者从西安市政
府新闻办举办的“办民生实事 向市
民报告”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0 年西安市医保八个方面惠民政
策落地。

这八个方面具体为：纳入医保救
命救急好药新增 28 种，总数增至 98
种；重特大医疗疾病救助病种新增肝
癌、白内障等 15个病种，总数增至 37
种；年花费在 150万元左右的戈谢病

和庞贝氏病两种罕见病纳入医疗保
障范围；特药定点医药机构由城六
区扩展到 13个区县及西咸新区全覆
盖，总数达 46家；接入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定点医疗机构增加 63 家，
总数达 156 家，实现与全国 32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3.79万家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直接结算，与咸阳、杨凌、
安康、汉中4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共计赔付
17.27万余人次，赔付总资金5.44亿元；

高血压糖尿病“两病”患者累计享受待
遇 27.03万人次，基金支出 3372.80万
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2.77万人次，基
金支付2.50亿元。

据悉，2020年西安市医保精准扶
贫助力如期脱贫，共计资助11.80万余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和边缘户 100%参保。
贫困人口住院合规医疗费用经“三重保
障”后报销比例不低于 80%，特困供养
人员报销比例达到 100%，全年全市贫

困人口累计住院2.70万余人次，总额补
偿1.58亿元。全面实现县域内“一站式
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

另悉，西安市城镇居民和新农合
两种医保制度完成整合，全市 680余
万城乡参保居民实现“同城同待
遇”。生育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完成并轨。生育门诊产前检查费用
报销流程实现优化，原逐笔报销方式
优化为跟随生育住院费用一次性
1000元限额补贴。

西安：680余万城乡参保居民“同城同待遇”
特困供养人员报销比例达到100%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3 月 4
日，记者从航天科技六院获悉，2月 28
日我国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在北京云岗
完成了一次520秒的长程试车，这是该
台发动机成功进行的第五次长程试
车，同一台发动机累计试车时长达到
了 2520秒，大幅提高了大推力氢氧发
动机的可靠性。

大推力氢氧发动机是长征五号系
列运载火箭芯一级的动力源，是目前
我国已投入型号应用的性能最先进的
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未来两年，包
括空间站核心舱在内的我国多项空间
站工程的发射任务将由长征五号系列

运载火箭执行。
本次试车也是为即将发射的长征

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保驾护航。为了
适应空间站发射任务，大推力氢氧发
动机以提高任务可靠性为目标做过一
些优化改进，此轮试车正是为了进一
步验证优化后的发动机性能，以确保
空间站核心舱发射任务万无一失。

记者从发动机研制方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六院北京 11 所了解
到，后续该台发动机还将进行 3 次
500秒的长程试车，届时累计试车时
长将达 4000 秒左右，进一步验证大
推力氢氧发动机的可靠性。

2520秒！

长五系列运载火箭所用大推力氢氧发动机更可靠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3月4日，记者获悉，省文物局日
前在旬邑县马栏革命旧址所在地召开“陕西省可移动革命
类文物专项鉴定启动大会”，部署启动陕西省可移动革命
类文物鉴定的各项相关工作。

会议明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作为陕西省文物鉴
定委员会秘书机构，致力推进陕西可移动类革命文物的鉴
定定级工作进程；该院将结合自身优势，同步开展革命类
文物的调查研究、鉴定定级和修复保护“三结合”的创新工
作模式，以期更好地完成对革命类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结合全省可移动类革命文物的现
状，将加大鉴定工作力度、加快鉴定节奏，争取在 2021年
底前全面完成陕西第一批可移动革命类文物的鉴定工作。

根据新公布的《陕西省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第一批汇
总单）》，陕西省可移动革命文物共计40703件（套），目前尚
有大量未定级的革命类文物。

我省启动可移动革命类文物鉴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鲜康）3月3日，记者从全省水利工作会

上获悉，2021年我省计划完成水利投资 375亿元，改善提
高农村供水受益人口 120万人，新增县城设施供水能力 10
万吨，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000平方公里。

今年，陕西将高标准加快引汉济渭调水工程和东庄
水利枢纽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启动省级城乡供水信
息管理系统和省市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启动实施 5个大
型灌区、50 个万亩以上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基本完成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加强渭河、汉
丹江、延河、嘉陵江等江河主要支流及泔河、中曲河等
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同时，全面推进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启动实施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
区拦沙工程一期项目。大力推进新型淤地坝建设试点，实
施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建设一批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陕西375亿元水利投资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3月 4日，记者从十四运会和残

特奥会组委会召开的广电传输专网建设工程启动视频会议
获悉，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信号传输工程正式启动建设。

据了解，广电传输专网是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全媒
体转播的核心工程，由中国电信负责建设。该工程承担
53个场馆设施与广播电视中心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省广播电视台之间的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任务。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场馆分布在全省十三个赛区，转播公用信
号将首次大规模采用 4K 标准制作，最长传输距离接近
700公里。工程需要调用主备传输通道达 225路以上，将
采用干线光缆、卫星通信、5G传输等多种方式综合组网，
努力为观众提供创新便捷的视听体验。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陕西公司还将积极探索把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赛会服务，推出智慧观赛、云编辑等创
新应用，为赛会增光添彩。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信号传输工程开建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3月 3 日是“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记者从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获悉，在呼
吁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同时，秦岭野生动物园特推出

“秦岭四宝迎全运·我为秦岭添新绿”植树活动，为
迎接第十四届全运会贡献一份绿色力量。

据了解，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题是“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秦岭野生动物园
据此特发出以下倡议: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人
类自己。珍惜生命，拒食野味。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及 3·12植树节来临之际，秦
岭野生动物园特推出“秦岭四宝迎全运·我为秦岭
添新绿”植树活动，活动时间为 3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参加植树活动不仅能为朱鹮、大熊猫、金丝猴
和羚牛“秦岭四宝”种植早餐，还有机会参加“秦岭
四宝”见面会，与动物萌宝们近距离接触。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开展植树活动

今日16时54分“惊蛰”：红入桃花嫩 青归柳叶新
据新华社电 “一阵催花雨，数声惊蛰雷”，《中

国天文年历》显示，3月5日16时54分迎来“惊蛰”节
气。此时节“数九寒天”结束，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正式步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的仲春时节。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每年
公历 3月 5日或 6日交“惊蛰”，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三个节气，也是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曾叫

“启蛰”，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名“惊蛰”，说的是
温暖的气息使蜇虫从冬眠中渐渐苏醒过来，开始四
处活动。“惊蛰”的另一个意义是春天的真正开始，全

国大部分地区都将迎来一派浓浓春光，桃花、杏花、
蔷薇盛放一时，枝头春意闹，春色美无边。

“惊蛰”过后，气温和地温都在不断升高，土壤
解冻，春风化雨，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农民就认定

“惊蛰”是春耕的开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
起”，从此全国的春耕生产由南向北渐次展开。

保健专家认为，“惊蛰”时节，天气虽日趋暖和，
但气温起伏不定，容易造成人体抵抗力下降，因此

“春捂”还是不能马虎，人们应密切注意天气预报，
适时增减衣物。

“惊蛰”过后，人体肝阳之气渐升，养生也宜顺
应这一规律，饮食注意顺肝益脾，令五脏和平，多
吃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清淡食物，如银耳、莲
子、山药、水萝卜、菠菜、油菜、
芹菜、苦瓜等。

起居方面宜晚睡早起，外
出活动宜慢步缓行，保持心
情舒畅，使身体、精神、情绪
也能像春天那样，爽朗舒畅，
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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