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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十四运会沙排测试赛在渭南市大荔县沙苑湖畔
开赛，来自天津、辽宁、陕西、上海等省市自治区的16支队伍
共60名运动员展开角逐。 李世居 摄

←5 月 16 日，“我要上全运”百场马拉松 2021 未央区
迷你马拉松赛在西安汉城湖景区开赛，1000 余名运动健
儿热情奔跑，共享运动快乐。经过激烈角逐，张冬浩、颜
黎分别夺得男女冠军。 袁景智 摄

据新华网 5月 17日，全国老龄办、
公安部、民政部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
布《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风险提
示》，就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各种形式以
及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提示，请广大老年
人和家属提高警惕，防止利益受损。如
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向有关
部门举报。

近期，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
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收老年人
资金，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精神
伤害，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以“养老”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

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机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
务，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
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向会员收

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
等形式非法集资。

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机构或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
生养老基地，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
者以长期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
使用权等名义，通过返本销售、售后返
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利息、“私募基
金”等形式非法集资。

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企业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
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的，采取商品回
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免费
旅游、赠送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专
家义诊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实施
非法集资的行为。

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企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以房
养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介会、社区宣

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者
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
抵押房屋以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
买其“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
等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行为将带来哪些风险

高额利息无法兑现。机构或企业承
诺的高额利息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缴纳的
费用，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多数企业不存
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
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高额利
息仅为欺诈噱头，一旦资金链断裂，高额
利息无法兑付，本金也难以追回。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机构或企业超
出可持续盈利水平承诺还本付息，以高
额利息为诱饵骗取老年人钱财。大量来
自社会公众的资金难以得到有效监管，
由发起机构控制，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

路的风险。
养老需求无法满足。机构或企业以

欺诈、诱骗的方式，骗取老年人信任，向老
年人承诺高端养老服务或者销售养老产
品，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
有关规定，对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
助人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参与非法集
资风险自担。请广大老年人和家属提
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力，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防止利益受
损。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
向有关部门举报。

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四种形式要警惕

四部门发布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本报讯（李琳）近日，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CHO细胞）在陕西上市。卫健部门提示，现
阶段建议使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

据悉，目前陕西省新冠疫苗大量到货，各
区域已全面启动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居民
在前往接种点前只需打开“陕西省居民健康账
户”小程序的“新冠疫苗服务专区”完成建档，
并在接种点出示健康卡二维码核验信息，即可
快速接种，减少等待。

近期，3针的新冠疫苗已经来到陕西，首批
到陕 50万剂次。这款疫苗全程共接种 3剂次，
相邻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4周。第2剂尽
量在接种第1剂次后8周内完成，第3剂尽量在
第 1剂次后 6个月内完成。18周岁及以上无接
种禁忌人群可接种。

此前陕西群众接种的是2剂次的新冠灭活
疫苗。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灭活疫苗的抗原性与活病毒相似，不在宿
主体内复制，无传染性。重组亚单位疫苗不含
有病毒基因，安全性高，可有效诱导B/T细胞免
疫。无论是两针的免疫程序还是三针的免疫程
序，只是采用的技术路线不同，结合抗原本身的
特性，采用适合的工艺研制出安全有效、质量可
控的疫苗。

截至目前，陕西共有 3 款新冠疫苗供群
众接种，其中 2款为灭活疫苗，均需要接种两
剂次。目前国内使用的所有新冠病毒疫苗
都是经过药监部门审查批准的，其安全性、
有效性都是有一定数据做支撑的，市民朋友
可以放心接种。

现阶段不同类型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替代
接种吗？

如首针接种重组亚单位疫苗，后续只能
接种本类型疫苗，不可用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替代，或首针接种的是灭活疫苗，后续针次
也只能用灭活疫苗完成接种，不能用重组亚
单位疫苗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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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5月15
日，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我
省第12个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在全省集
中统一展开。

今年的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活动以“与民同
心，为您守护”为主题，在活动
主会场，开展了内容丰富的防
范经济犯罪宣传，通过邀请群
众参与体验、发放宣传材料、
解疑答惑等形式向广大群众

普及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传销、假币、非法支付
等类型经济犯罪的知识，提升
群众自防能力。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
2020年以来，截至今年 4月底，
我省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
犯罪案件 1333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649名，涉案价值 84.70亿
元，为维护全省市场经济秩序
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作出了重
要贡献。

我省开展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央视新闻客户端 最新的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
人口比女性人口多 3000多万，
那么，这些男性婚姻压力是否
会增大？

5月 17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回
应称，青年当中男多女少是
一个现实，应该多角度看待
婚姻问题。

付凌晖表示，男性人口合
计比女性人口多 3000 多万，
这些人口分布在不同的年龄，
其中 20到 40岁适婚年龄的男

性比女性大概多了 1752 万
人，性别比是 108.9，青年当中
男多女少问题是面临的一个
现实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婚恋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
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
值观念等诸多观念，年龄因素
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应
该从多角度研究当前面临的
婚姻问题，也看到随着全面两
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的
转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也
在逐步下降。

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本报讯（王文）5月17日，气
象部门宣布：从 5月 8日起，西
安的日平均气温连续 5天滑动
超过 22℃，达到气象学上入夏
的标准，5月 8日即为西安今年
的入夏日。

西安历年进入夏季的平均
日期是 5月 20日。2016年比较
特殊，西安进入气象意义夏天
的时间为 6月 4日，春季时间持

续了 100 天。历史资料显示，
1987 年西安入夏最晚，6 月 15
日才进入夏季。

进入夏季后，如果不想被
晒黑就要做好防晒工作，尤其
是多云天气，不要以为云朵遮
住了太阳就不会被晒黑，紫外
线是不能不防的，大家出门时
一定要采取防晒措施。同时保
证充足的饮水量，以免中暑。

西安今年入夏日为5月8日

120120““生命护航车生命护航车””

奔忙在大街小巷的急救车为患者开
辟了一条及时救治绿色通道，是群众心
目中的“生命护航车”。但由于种种原
因，急救车在收费过程中也存在着收费
项目繁多、计算复杂等问题，受到群众关
注。日前，西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急
救中心聚焦群众关切，对院前急救过程
中的收费进行统一规范，西安市120急救
车担架收费统一调整为每次100元，简化
收费流程的同时也为群众带来实惠。

院前急救收费分为两部分

西安市急救中心承担着全市院前
急救、突发灾害事故及重大保障任务等
职责。截至 2020 年底，西安市城六区
共建成 38 个急救站，随时待命为生命
保驾护航。

“患者通过120呼叫的急救车在护航
生命过程中是需要收取相关费用的。”西
安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期
间有两部分需支付费用，一个是院前急
救收费，也就是急救过程中所需的治疗
费用，这部分实行政府指导价，按照三级
医院的收费标准统一执行。另外一个就
是担架费用，这部分服务是由民营企业
提供，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规范前，担
架收费起步价是 50元，根据路程的远近
情况会进行叠加。

必须出具告知书让患者家属明白消费

据统计，西安市急救车日均出车550
次左右，其间收费标准不统一、计算方式
繁杂等问题突出，受到群众关注。为解
决这一问题，西安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多

家医院进行调研检查，并联合市急救中
心，按照价格法相关规定对急救车收费
进行规范。

“规范后，担架每次统一收取100元，
院前急救部分按照政府指导价实行，并
必须为患者家属出具告知书，注明收费
的条目及标准，让患者家属明白消费。”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汪峰
介绍，此项措施已经于 4月 23日开始实
施，截至目前关于急救收费方面的投诉
大大降低。

“以前，在救治患者过程中还要为患
者家属解释收费的相关情况，现在患者
家属一看告知书就能明晰，不清楚部分
还可以电话直接咨询医院，十分方便！”
市急救中心红会医院急救站急救医生马
雯颖感慨道。

群众发现未按标准收费可投诉

笔者在市急救中心红会医院急救站
的120急救车上看到，醒目位置张贴着担
架统一收取 100元的收费公示以及急救
中心收费项目价格表。工作人员介绍，
在稳定好患者病情后，急救医生必须向
患者家属出具收费告知书，并签字确认。

“即日起，在急救过程中，如果有不
按标准收费、不明码公示价格等情况，群
众可向12345热线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
去核实，并依据情况作
出处罚。”汪峰告诉笔
者，如果没有明码标
价，将按照价格法相关
规定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席婉）

西安120急救车担架
收费调整为每次100元

未按标准市民可投诉

据新华社电 随着中国同
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
中国美食受到海外民众关注和
喜爱。陕西名吃“biangbiang
面”就是这样一个火到国外的
新“网红”。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在其网
站刊文《西安美食：一种名字写
不出来的中式面食》，详细报道
西安街头面店师傅做“biangbi⁃
ang面”的全过程。

报道解读说，面的名字是
受面团不断拍击案板时发出的
声音启发而来。“biang”字包含

“丝”“马”“长”字等元素，体现
出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起点
的历史地位、人们对当时主要
交通工具马的敬意以及面条在
长度上的特点。报道说，笔画
繁多的“biang”字虽不是正式汉
字，但这款外形和风味都独具

特色的面条已“风靡世界”。
报道说，过去几百年里，

“biangbiang面”在中国不过是一
道不起眼的地方食品。近年来，
社交媒体对“biang”字产生兴趣，
也让这款美食变得广为人知。

报道采访了几名在美国
纽约和英国伦敦开设陕西风
味餐厅的老板。他们最初的
想法可能比较简单，只是想用
家乡美食抚慰自己的思乡
情。在此过程中，凉皮、肉夹
馍和“biangbiang 面”等陕西风
味美食被越来越多人品尝，让
国际食客对中国食物“有了越
来越细致的了解”，越来越多
人“意识到中国烹饪的地区差
异”。海外民众对中国食物的
认识已不只是停留在诸如粤
菜点心、上海小笼汤包和火辣
川菜这些“老牌”美食上。

陕西名吃“biangbiang面”引海外关注

本报讯（兰逊鸽）夏季温度高、湿度
大，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是食物中毒高发
季。针对夏季食品安全特点，为保障公众
饮食安全，预防食物中毒发生，西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饮食安全温馨提示。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外出就餐选择具有《食品经营许可

证》或《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
单位，优先选择餐饮安全监督量化级别
较高的餐饮服务单位。不在无证摊贩处
就餐或购买食物，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
物，不吃感官性状异常和未烧熟煮透的
菜肴；慎重选择卤菜凉拼、凉菜冷食、四
季豆、野生菌等高风险食品。

居家饮食不要购买腐败变质及过期
食品；不要采摘、购买和食用不认识或来
历不明的野生菌类和有毒动植物，畜禽、
蛋、水产品要烧熟煮透后方可食用；在食
用凉拌菜、各种卤肉、水产品时要注意新
鲜，生食的蔬菜和水果在食用前要充分
浸泡、洗净，最好去皮后再食用，剩饭剩菜
再加热时一定要烧熟煮透。

餐饮服务者加强风险管控
餐饮服务单位要认真落实各项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不得采购、贮存、使用亚硝
酸盐，禁止加工制售河豚及其制品、四季
豆、野生动植物、发芽土豆等易引起食物
中毒的原材料。接待旅游团队、婚宴或

其他团体客人的餐饮服务单位，应注意
科学设计菜谱，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不得
超负荷经营。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
食物中毒事故，应当立即封存导致或者
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食品及其原
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同时
向监管部门报告。

农村集体聚餐强化主体责任
农村集体聚餐的举办者和承办者对

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负责。举办者和
承办者要自觉履行农村集体聚餐的报告
义务，及时、如实报告聚餐基本情况；主动
接受、积极配合食品安全协管员的指导，
切实落实食品安全协管员的指导意见；举

办者要对承办者的食品安全状况、问题和
隐患进行自检自查，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
并督促承办者及时整改。

做好应急处置
消费者进餐后若出现呕吐、腹泻、发

热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到医疗机构就医，
并拨打 12345市民专线进行投诉，注意保
留可疑食品样品、呕吐物、腹泻物及消费票
据、就诊记录等相关证
据。发生疑似食品安全
事件的餐饮单位，应立
即配合救治患者，及时
报告监管部门，积极配
合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夏季饮食须谨慎

畜禽等产品烧熟煮透方可食用

察

生

活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