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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明）7月 6日，榆林市举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第八场新闻发布会。
据悉，目前，榆林市妇联已建立婚调委13
个，化解婚姻家庭纠纷479件。

榆林市妇联建立婚调委 13个，率先

在全省实现市县区全覆盖，依托婚调委
积极化解婚姻家庭纠纷479件，在2个社
区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站。全
市建立 12个婚姻家庭辅导站（室），坚持
开设新婚夫妇课堂，进行婚前咨询辅导。

榆林市妇联充分发挥市县妇女儿
童维权服务中心及 12338 维权服务热
线作用，为接访中有特殊困难的 5名妇
女申请了省妇联特困妇女儿童紧急救
助专项资金 1.5万元。

榆林建立婚调委13个化解婚姻家庭纠纷479件

陕西省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7月11日启幕
本报讯（孙欢）近日，笔者从陕西省

戏剧家协会获悉，为推进、提升我省民营
剧团的繁荣与发展，7月 11日至 14 日，
2021年陕西省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
展演将在渭南市儿童影剧院举行。

本次展演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办，渭南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渭南市戏剧家协会、西安
市戏剧家协会、杨凌示范区戏剧家协
会共同协办。

展演中，将有西安市周至青年秦剧
团、澄城县秦莺文艺演出团、杨凌祥瑞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市户县群星剧团带
来的秦腔传统戏《杨门女将》《卖妙郎》
《黄土情》《逐梦桃花源》等剧目精彩亮相。

对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按产生者付费原则计量收费
据新华社微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7月7日发布意见，明确
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
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食品加工、饮食

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
圾（即非居民厨余垃圾），按照“产生者
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

意见鼓励各地区建立非居民厨余

垃圾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合理确定定
额和分档，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有
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
促进垃圾源头减量。

西安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

分10个档次 8月31日截止

本报讯（马群）7月6日，笔者从西安部分街办、
社区了解到，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开始。凡具有辖区内城乡居民户籍；年满 16周
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及不属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
围的人员，满足以上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据了解，缴费时间从 7 月 1 日开始至 8 月 31
日，标准为每年缴费 200元、300元、400元、500元、

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 10
个缴费档次，参保人员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
得（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农村困难群体，以及重度残疾人等
缴费困难群体暂时保留 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

市民可通过西安市行政区域内秦农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网点柜面、自助
设备、智能终端等缴费渠道或“陕西养老保险”
手机APP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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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养老院没有一张床位，而是通过
智能穿戴、养老平台、网络等信息管理系
统，在接收到居家老人发送的需求指令
后，为老人提供洗衣、做饭、修理水电、陪

同就医、文化娱乐等多项具体服务。加盟
合作的养老服务公司或企业人员赶到现
场，为老人提供服务。这种新型的养老模
式有望成为养老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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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全天候在线，一个电话便能提供上门服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护
理陪伴，实时对老人生活健康状况进行监测，这些都是陕西虚拟养老院为老人
提供的服务。

近期“三孩”政策的推出，说明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峻。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陕西 60 岁以上人口将近 760 万，占全省总人口
的 19.2%，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对养老产业的需求持续增加，但现
有的养老机构和服务相对滞后，家庭养老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养老服务问题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提
供服务的陕西首家虚拟养老院应运而生。

7月 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莲湖区虚拟养老院，这里为生活需要帮助的老人
建立了一个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当老年人有服务需要时，拨一个电话给信息服务
平台，服务中心就会按照老人的要求，安排服务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

“您好，这里是莲湖区虚拟养老院服务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在西安
市莲湖区虚拟养老院呼叫监控中心，电话响个不停。呼叫监控中心的大屏幕
上有一张电子地图，地图上每个小圆点代表一位老人的实时位置，并注明了老
人的姓名。一旦电话铃声响起，大屏幕就会切换到对应位置的老人家里，无论
是需要送餐、护理，还是有突发情况，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莲湖区虚拟养老院办公室主任耿凤介绍，现在有很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记不住电话号码，他们便向这些老人提供了专用座机，不需要输入号码，
一键便可拨打给服务平台，表明自己的需求。

“我们通过整合社会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养老服
务结合，打造智能化、居家化、系统化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多方面
诉求。”耿凤说。

针对一些行动不便、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莲湖区虚拟养老院在社区设立服
务点，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服务。在东药王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日间照料中
心，护理员李淑青正在为 98岁的老人王桂珍慢慢梳理着头发。李淑青告诉记
者，这些老人年纪已大，非常需要陪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这些老
人，让他们开心度过每一天。”她说。

此外，莲湖区虚拟养老院为老人开设智慧老年课堂，定期组织老人参加免费
课程培训，例如茶艺、法律知识、健康讲座、智能手机使用等。还设立了西北首家
老年用品综合超市，以“线下超市+网上商城”的模式，提供平价的适老化用品。

据了解，莲湖区虚拟养老院自创办至今，共有服务人员5000人，注册人数超过
4万人，服务21万多人次，实现131个社区的服务全覆盖。

在莲湖区虚拟养老院的大屏幕上，正显示着每位老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包括心率、呼吸等，以及老人所居住的室
内环境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大屏幕上便会立即显示预警。

“我们向购买服务的老人免费提供生命体征监测仪，
一个放在老人枕头下面，一个放在房间内，进行实时监
测，一旦出现异常，我们便会立刻与老人联系，并联系社
区和医护人员及时上门去帮助老人。”莲湖区虚拟养老院
技术部经理何志强说。

2018年 11月 25日，该养老院服务员在对老人生活起居
进行例行电话巡查时，发现家住西瓷小区 63岁的惠生祥老
人说话与之前不太一样，舌头有些硬，说话口齿不清，得知
老人曾患脑梗，他们立刻安排巡检人员上门看望，发现老
人的脑梗再次复发，随后立即与社区和家属取得联系，并
拨打 120对老人进行紧急救治，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虚拟养老院看似虚拟，实则真实，和传统养老方式相
比，老年人可以不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不用住在养老院
被动接受服务，在家就可以挑选、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从
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文/实习记者 李旭东 图/本报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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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达40℃以上企业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西安发布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不得因缩短工作时间降低或扣除劳动者工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7月 6日，西

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
做好 2021年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日最高
气温达到 40℃以上（因人身财产安全
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企
业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通知》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
以上、40℃以下时，企业全天安排劳动
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小
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
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
上、37℃以下时，企业应当采取换班轮
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
班。企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
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
作场所作业。

对于各类企业安排劳动者在 35℃
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 到 33℃ 以 下 的（不 含
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
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 25
元，发放时间为每年 6月 1日
至 9月 30日。高温津贴由劳
动者所在单位负担，从成本费
用中列支，计入企业的工资总
额，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
围内。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企
业为劳动者提供的防暑降
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和必需药
品不得冲抵高温津贴。企业

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
间降低或扣除劳动者工资。劳动者因
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的，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的，企业应
保证其工伤保险待遇落实。

一 句 话 新 闻
7 月 6 日 23 时 53 分，天链一号 05 星成

功发射，与中继卫星天链家族成员在太空
会师，共同承担起太空数据中继服务工
作，我国第一代数据中继系列卫星圆满收

官。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院在此次任务
中承担了转发器分系统、天线分系统、角
误差提取子系统以及跟踪子系统的研制
工作。 实习记者 李旭东

国家发展改革委 7月 7日发布的《“十四
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实施快递包装
绿色转型推进行动。鼓励电商、快递企业与
商业机构、便利店、物业服务企业等合作设立

可循环快递包装协议回收点，投放可循环快
递包装的专业化回收设施。到 2025年，电
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
包装应用规模达 1000万个。 据新华社

记者 7 月 6 日从中国公安部获悉，2021
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1871 万
辆，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110.3 万辆，均
创历史新高。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1年 6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84亿辆，其中汽
车 2.9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4.69 亿人，其中
汽车驾驶人 4.31亿人。

据中新社

7月6日，提升改造后，重新开放的兴庆宫公
园。（航拍）

经过半年多的提升改造，西安市兴庆宫公

园于 7 月 1 日重新开门迎客，日接待 10 余万人
次。很多老西安人专程赶来，追寻时代变迁，
重拾昔日情怀。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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