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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侯雅萍）7 月 31
日，一名来自西安的游客从
太白山顶的大爷海返回途中
不慎摔伤，几路救援人员接
力救援，在最短时间内就将
伤者护送下山，让伤者得到
及时治疗。

当天 8时左右，太白山救
援队队员袁伟接到紧急求援
电话，报警者称，他的伙伴从
大爷海返回途中，在大文公
庙处不慎摔倒脚踝骨折，无
法行走，急需救援。救援队
当即启动应急预案，由袁伟
带队的救援第一梯队从公园
门口出发同红桦坪景区警务
室组长杨军宁等 9人会合，携
带担架、医疗器械等救援物
品迅速向救援地挺进。与此
同时，救援队队长段建军积
极协助联系 120。

游客受伤地距太白山天
下索道上站15公里，处在第四
纪冰川遗迹石海之中，路途遥
远，路况复杂，加上气温高，平
日里这段路程需要近 3 个小
时才能到达。但由于救人心
切，队员们在途中一路小跑，
只用了 1小时 20分钟便到达
伤者所在地。经询问确认后，他们迅速对伤者
脚踝处进行了固定包扎，用担架抬着伤者下
山。石海中的路时上时下，怪石林立，只能容
一人通行，也没有任何可以遮阳的高大植物。
救援队员顶着烈日，既要在狭窄的山路间保证
担架平衡，还要忍受饥饿和缺水带来的体力透
支，但他们相互替换，一刻也不停。 15 时左
右，救援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会合。通过救援

“接力赛”，16时 30分，救援队员将伤者护送至
天下索道下站，早已在此等候的 120 医护人员
合力将其送上救护车。

据了解，目前伤者已转往西安治疗，伤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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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早上 10 时，汉中市汉台区强降暴雨，
市区莲湖东路发生内涝，在这关键时刻，市消防应
急管理局及东关街道办事处汉丰社区的消防战士
和社区工作人员奋力抢险，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
圆满解决群众出行困难。 袁汉军 摄

身边

根据疫情防控统一安排，自8月
5日起，曲江体育所属体育场馆，杜邑
足球公园、曲江文化运动公园、大明
宫体育运动服务中心、凤二文体广
场，均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已经预定场地并缴费的球
友，可联系工作人员申请退款或者
顺延时间，联系电话：4000669258，
疫情防控期间，请大家做好防护
措施。 （姚冰玖 卿荣波）

曲江体育所属场馆8月5日起暂停营业

8月 5日，秦岭国家植物园发
布公告，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秦岭国家植物园自 2021年 8月 5
日起暂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
已经在网上购票的游客，可以

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或拨打
029-85187555咨询处理。（任婷）

秦岭国家植物园8月5日起暂时闭园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官方 8
月 5日发布消息称，根据疫情防
控工作需要，秦岭四宝科学公

园将自 2021 年 8 月 5 日起暂时
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华上）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8月5日起暂时闭园

8月5日，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官方发布消息称，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的统一安排，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自 2021 年 8 月 5 日下午 17
时起暂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 （华上）

西安植物园8月5日17时起暂时闭园

“我买的今晚的电影，结果直接
被退票了。影城说接到上级部门通知
暂停营业。”西安市民党女士有些担
心，感觉又回到去年疫情严重时候。

笔者随后咨询了奥斯卡、保利
等多家院线，负责人均表示8月4日
下午5时左右接到上级部门通知，
即日起西安全部影城暂停营业。

奥斯卡金地国际影城的暂停
营业通知告知影迷，为配合政府严
控疫情，全面排除风险、阻断病毒
传播途径、确保观众的健康及安

全，西安奥斯卡应上级部门要求即
日起暂停营业。影城复业时间随
后将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告知。影
城停业期间，影迷所购买的影票将
会通过购买渠道原路退回，购买的
团体票后续会做出延期通知。

据悉，为了积极配合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影迷和员
工的健康与安全，西安所有影城即
日起暂停营业。具体恢复营业时
间，将参考疫情发展及国家相关规
定，详情以公告为准。 （肖琳）

西安影院8月4日起暂停营业

防控收紧防控收紧防控收紧
西安多处场所暂停营业西安多处场所暂停营业西安多处场所暂停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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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十四运
会交通安全主题地铁
专列——“十四运绿色
出行号”和“文明交通穿
越号”分别在西安地铁
3、4号线正式上线运行。
丰富的内容，有趣的文
案，新颖的形式，令乘客
在出行时，学习和掌握
更多交通安全知识。

申立 摄

8 月5日，“学党史 感党恩
办实事 送清凉”陕西省农林水
利气象工会2021年度夏季送清
凉慰问活动在富平启动。

当日，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工作人员分别来到省土地工程
建设集团富平四季阳光酒店项
目建设现场和陕西省水务集团
富平县供水有限公司，看望慰问
炎炎盛夏中坚守在基层一线的
工作者，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

“娘家人”的关怀。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随着骑行环境越来越好，骑自行车到地铁站坐
地铁成为许多通勤族的选择。然而，在地铁站附近
却出现了自行车停车难的问题：有的地方，找不到
自行车棚，或车棚内“车位”紧张;有的地方，停放车
辆没有遮挡、日晒雨淋……（8月4日《北京晚报》）

骑车出行，既节约时间，节约能源，又能在运动
中锻炼身体、舒缓身心，还有利于缓解“城市病”，
有利于环境治理。所以，骑车出行受到很多人的
青睐，不少城市也致力于营造良好的骑行环境，这
也让更多人加入了“骑行族”的队伍。

但城市在改善自行车骑行环境方面，仍有不
少难点和堵点需要解决。比如，地铁口停自行车
难题，在不少城市普遍存在，成了一个通病。而即
便一些地铁站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收费停车，但

管理服务却跟不上。地铁口停自行车难题，会影
响人们骑自行车出行的积极性，与城市倡导绿色
出行的初衷背道而驰。

对此，地铁管理方等相关方面要重视起来，致
力于解决地铁口停自行车难题。如有必要对自行
车停车场进行扩容，增加停放空间，有专家就建
议，有条件的设置自行车地下停车场或者车库，空
间有限的也可以考虑灵活设置车棚、机械式立体
车架等方式。一方面要增加停放空间，一方面管
理服务也要跟上，这样才能解决好地铁口停自行
车难题，实现自行车出行与地铁出行的“无缝对
接”，有利于绿色通行畅通无阻。

地铁口停自行车难题还只是“绿色出行”难题
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在路权

分配上，一些城市管理者仍然偏向于机动车，在一
些城市，想骑自行车出行不仅没有专门的自行车
道，连非机动车道都很狭窄……这些问题都是城市

“绿色出行”路上的堵点与难点，亟待予以解决。
地铁口停自行车等“绿色出行”难题，是对城

市精细化管理与推进绿色出行工作的考验。需
要城市管理者能够体现出治理智慧，补齐治理短
板，清除治理堵点与难点，为绿色出行提供更多
便利，还要多一些长远规划、合理规划，坚持以人
为本的治理理念，让
城市变得更宜居、更
环保，提升城市的文
明指数、宜居指数。

（常德）

地铁口停自行车考验城市管理智慧

近期，德尔塔毒株再次进入大众视
野。市民们在做好日常防护工作外，还应
注意些什么？对此，西安交大一附院营养
科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除了避免去人口密
集场所、保持室内通风和定期消毒以外，保
证膳食平衡也很重要。

医院营养科主任李卫敏表示，日常饮
食中，食物种类应多样化，补充充足的优
质蛋白质。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
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
食物。平均每天摄入不少于 12种以上食
物，每周 25 种以上。谷薯类每天应摄入
250-400g，其中全谷物应占 1/3。充足的
蛋白质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优质蛋白质
类食物要充足，包括瘦肉类、鱼、虾、蛋等，
每日 150-200g蛋白质食物，奶类、大豆类
食物要多选，坚持每天吃一个鸡蛋。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新鲜蔬菜、水
果以及坚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如
维生素C、维生素E、类胡萝卜素及植物化
合物等，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机体
氧化应激程度，提高免疫力。胡萝卜素能
转化为维生素A，有助于维护呼吸道黏膜
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保证每天摄入
300-500g蔬菜，深色蔬菜应占 1/2。保证
每天摄入 200-350g新鲜水果，果汁不能代
替鲜果。如果患有糖尿病，水果摄入要咨
询营养医师。

保证充足饮水量。正值三伏天，天气
炎热，每日饮水摄入量推荐 1500-2000ml，
多次少量、有效饮水。可选择绿豆汤、淡茶
水、含维生素电解质的功能饮料或口服补
液盐，还可在饭前饮用少量的菜汤、肉汤、
鱼汤，以增加食欲。

适量添加营养补充剂，适量补充复方维
生素、矿物质及深海鱼油等保健食品。食欲较差进食不足者，可借助肠内营养制
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来补充不足，但应在专业营养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开窗通风，保持适量户外活动。开窗通风有助于降低室内可能存在的病毒
量，也有助于更新室内空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体育锻炼，建议每天运
动时间累计不少于1小时。疫情期间，尽可能不参加群体性体育活动。

生活规律，睡眠充足。保证充足睡眠，每天不少于7小时。研究显示，好的
精神状态和心情，有助于体内产生抗病毒物质，保持或增加免疫力。

非常时期，大家应对疫情保持高度关注，坚持非必须不出省，尤其是不要
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口罩和良好的健康习惯能够降低病
毒感染的风险，市民依然需要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人员密集场所）、勤洗手、常通风、保持 1米以上安全社
交距离。为了您及家人的安全，请及时、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张黎娜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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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晴茹 郭佳欣）近日，
受疫情防控形势影响，陕西全面收
紧社会管控措施，西安多地发布公
告称，对重点人群免费进行核酸检

测。8月 5日，笔者发现，西安一码通
再升级，“我的一码通”页面增加了
15 天内核酸检测结果、检测时间等
新内容。

西安“一码通”增加15天内核酸检测结果

（上接第一版）
5个全球研发平台、4个国家级创新基地、

超过 1000名研发工程师……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的柳工，已发展成为总资产超 450亿元，拥有
挖掘机械、铲运机械、农业机械等 13大类 32种
整机产品线的国际化企业。

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
自强、才能争先——“柳工人”深切体会着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这是一系列政策“先手棋”：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工程，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

别达到 27.5万家和 22.3万家，加快建设北京、
上海、粤港澳 3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布局 21
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169家高新区，形成
一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增长点、增长极、
增长带。

5G成功商用，新能源汽车跻身世界前列，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提速……突围、转型、
占先机，自主创新加快融入经济主战场，正在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新动能。

增福祉 书写新时代民生答卷
福建南平，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借助

5G全景摄像头、物联网探针采集器，茶农杨文
春实时监测气温、降水、光照等环境数据。

高科技背后，是把农业科技送下乡的科技
特派员。在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团队指导

下，杨文春还尝试在茶园里套种大豆、油菜。
“抑杂草、减虫害，还能改良土壤、提高茶叶品
质。”一举多得，生态茶园开始推广，“茶农年户
均增收超过 6万元”。

今年 3月，在福建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
记前往燕子窠生态茶园。总书记叮嘱，要深入
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
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自 1999年将科技人才派到农业生产一线
起，福建南平实现了 1634个行政村科技服务全
覆盖，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从 33%提高到
60%以上。在全国范围，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成为支撑全面脱贫的一支

“硬核”力量。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加快

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必选题”。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磁共振、彩超、CT等

高端医疗装备国产化替代取得重大进展，有
效降低治疗费用；煤炭清洁高效燃烧、钢铁多
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推广应
用，促进了空气质量改善；保护黑土地、改造
盐碱地，培育新品种、研制新农机；建立 50个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不断提升重大疫情防
控能力……一个个创新举措，一项项科技成
果，惠民、利民、富民，成为中国创新的注脚。

浩瀚宇宙中，同习近平总书记天地通话后
不久，中国航天员完成 7小时太空行走。是里
程碑，更是新起点。

面向星辰大海，三位航天员齐下决心：永
远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攀登者。他们说出了中
国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心声。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喆 张泉）

本报讯（张琪悦）8月 2日，笔者从人民银行
西安分行获悉，榆林农村商业银行日前向榆林市
榆阳区古塔镇赵家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授信500
万元，向有贷款需求的110户股东授信805万元。
其中，9户股东已贷款187.8万元，年利率5.39%，
比其他涉农贷款利率低 0.45%。此举标志着我
省首次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整村授信
落地，为我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盘活农民股权资产提供了金融支持。

赵家峁村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
突破，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实现“资源变股
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起“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
村产权关系，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为纽带，赵家峁村建立“村党
支部+经济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构建起“统

一经营、民主管理、按股分红、风险共担”的现
代农业经营体制，形成连股、连利、连心的利益
共同体，探索发展乡村旅游，逐步形成了以玻
璃栈道、彩虹滑道、小吃街区、民俗客栈等为代
表的，集观光、采摘、休闲、旅游、户外运动为一
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据悉，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是贯彻
落实金融支农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中国人民
银行西安分行指导相关部门明确了股权质押贷
款发放条件、贷款期限和利率、贷款流程、登记
以及后续管理等事项，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
押贷款的推广提供了制度保障。下一步，人民
银行西安分行将继续支持推广农村集体资产股
权质押贷款产品应用，不断扩大双方在“统贷联
放”金融支农模式、“两权”抵押贷款、农业供应
链融资、乡村金融知识普及等领域的合作。

我省首次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整村授信

本报讯 中共党员、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西
安市第十一中学原校长杨晓霞（女），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1年8月3日去世，享年63岁。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杨晓霞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