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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应 对强降雨

本报讯（付玉玮）9月 1 日起，全国将有
28 个城市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西
安位列其中。此措施将陆续在全国分阶
段实施。

据悉，驾驶人可登录“交管 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申请时驾
驶证应在有效期内，还需提交本人 6 个月

内电子版证件照。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
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使用范围方面，执法查验时，对驾驶
人出示电子驾驶证的，公安交管部门不
再查验纸质驾驶证，通过执法终端在线
核查驾驶证信息；办理交管业务时，驾驶
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

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业务，无需再提
交纸质驾驶证，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
的，仍需要出示纸质驾驶证；保险理赔、租赁
车辆、职业招聘时，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
证，相关单位在线核验驾驶资质。机动车驾
驶证电子化将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提
升证件使用便捷度，方便群众办事出行。

西安9月1日启用电子驾照

“小时候我就在这里买书看书，这里承载
了几代西安人的记忆。”8月 23日，听说钟楼
书店回归原址后，王伟民专门过来看书，“书
店在保留原来古朴风格的基础上又增添了
现代化特色，充满了书香气息。”

西安新华书店钟楼店搬回至原来的钟楼
东北角处，8月 16日开始试营业。2008年，在
原址营业 50多年的老字号钟楼书店迁到端
履门十字西南角，在阔别 13年后，这座钟楼
旁的苏式老建筑焕新亮相，恢复往日功能。

在钟楼书店门口，记者看到重装后的书
店墙体外立面修旧如旧，玻璃橱窗、苏式浮
雕、和平鸽等外墙装饰元素依然保留着，整体
还原了上世纪 50年代苏式经典建筑的原貌。

进入书店后，橱窗内摆放着的老自行车、
影集、老报纸等勾起了人们的回忆，墙面上展
示有书店的设计原稿图纸，各展示区内还设
立了“行走的艺术板块”，并引进了诸多文创
和潮流产品，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拍照打卡。

始建于 1953年的钟楼书店，是西安首家
国营书店，西北地区曾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图书门市部，不仅是西安的地标建筑，也是
西安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省第六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无数人汲取精神养
分的首选。

“新的钟楼书店总面积为 4155 平方米，
一共有 4层，并且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风
格。”钟楼书店工作人员说，这里以图书、文
创、生活美学产品等多业态经营模式为主，打
造可以容纳 60后至 00后不同人群的梦想空
间，目前共有图书 1.3万种、10万余册。

“以前我的父母就带我来这里买新华字
典、练习题，现在我也带着我的儿子来这里
买辅导资料。”刚给孩子挑完小学数学试题
的宋美娜说。

在书店的二层，还专门为市民提供了读
书区域，复古的台灯，怀旧的书桌，更是让人
们沉浸在了读书之中。

“这里不仅是精神食粮的供给地，也是几
代人青春记忆的载体，记录了一个时期的繁
华，是西安最具有文化底蕴的证明之一。”王
伟民说。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影报道

↑书店外景。

←书 店 二 层 市
民读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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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西安市
各区县、西咸新区及各开发区实行生活垃圾“不分
类、不收运”工作机制。目前，西安市内很多小区

重新配备了分类垃圾桶，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
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在要
求改正的期限内不予收运。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儿童微
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
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要按照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
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求，严格规范儿童
微量元素检测工作，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
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
体检等普查项目。（8月23日《现代快报》）

这项技术的使用范围很窄，通常仅用于重金
属中毒的辅助诊断和治疗效果监测等方面，比如
因工业污染导致的儿童血铅超标，就可使用该检
查进行儿童血铅筛查和治疗效果评估。但近年
来，这项技术被广泛滥用，不仅被用于儿童缺钙、
缺锌、缺铁性贫血等方面的诊断，有些机构还将
之当成儿童体检项目，甚至当成特色服务。

微量元素血中浓度有时说明不了什么，比如
血钙不等于骨钙，血液中的钙不仅含量甚微，而
且极易受到饮食、人体代谢等因素影响而产生较
大幅度的波动，其参考意义不大。

我国早在2013年就印发了《关于规范儿童微
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宜将微量
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如今，将“不宜”

变成“不得”，
意味着治理的
力 度 在 加 强 。
值 得 反 思 的
是，多年来，该
技术被滥用的现象一直存在，背后的动力是什
么？此现象又为何屡禁不止？

一个主要的动力是，该项目很容易赚钱，不
仅检测本身可以赚钱，而且检测出问题之后，还
可以推销相关药品、保健品以及提供相应服务
等。由于有利可图，有些医疗机构在这方面乐此
不疲，不仅专门设立门诊，而且甚至到社区送检
测上门，通过针对一滴血、一根头发等的检测，就
下达相应诊断。此外，家长的“身材焦虑”、“智力
焦虑”等，则使该项目具备了大把赚钱的能力。
一些机构或人员的误导性宣传，又制造并强化了
这类焦虑，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让该技术被滥用
现象更难治理。

由此看来，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当禁，但更需
针对深层次的原因寻求化解之策。只有消除家长
的“焦虑心魔”和部分机构的“逐利心魔”，方能釜
底抽薪，尽快让这项技术得到规范运用。 （时本）

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当禁 家长“心魔”也需消除

据新华社 为有序推进秋季学期
开学工作，结合近期全国疫情形势和
学校秋冬季传染病防控特点，国家卫
健委联合教育部近日印发高等学校、
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技术方案（第四版）。新版方案坚持
人、物、环境同防和多病共防，按照“从
严从紧”原则，对学校人员返校要求、
校门管理、员工管理、应急处置机制等
防控措施进行了调整。

新版方案要求学校掌握师生员
工返校前 14天的健康状况和行程信
息，高校师生员工开学前需持 48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途中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到校后根据当地防
控要求可再分批进行核酸检测。高
等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开学时间
前，学生未经审批原则上不得提前
返校。确需返校的，应履行报批程
序。暑期有出境、到过中高风险地
区或其他异常情况的中小学校和托
幼机构师生员工，返校前须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版方案强化入校人员核查、登

记与管理，师生员工入校时严格进行
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外来人员还需
查看健康码、行程卡，做好信息登
记。中小学校要全面把控所有进出
校园通道，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
做到专人负责、区域划分合理、人员登
记排查记录齐全。校外无关人员一律
不准进校。

高等学校应对教室、实验室、食
堂、宿舍、图书馆、公共卫生间等场所
进行彻底卫生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垃
圾清理。中小学校要检查学校食堂食
品原材料的安全性，开学前对食堂员
工进行一次全面健康检查，持证上岗。

新版方案还提出加强学校员工
管理，强化防护措施，明确校园内服
务人员工作期间需全程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级别口罩。要根
据校园情况合理控制人员密集度，
严控聚集性活动。其中，高等学校
要加强宿舍管理，学生宿舍严禁外
来人员入内，安排专人负责宿舍的
卫生管理和检查，引导学生在宿舍区
不聚集、不串门。

新华社北京 8月 24
日电（记者 王琳琳）感控
人员，是医疗机构内从
事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
的专业人员，是监督指
导各项感控措施落实到
位的关键。感控工作不
力，极易引发交叉感染，
甚至导致院内感染暴
发、向社区传播导致疫
情播散蔓延。对此，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近日专门制定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
机构感控人员配备管理
相关工作的通知》，对感
控人员配备提出新要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高
度重视感控工作，全力支
持医疗机构感控部门配
备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
削减感控人员数量。

合理配备感控人员
方面，通知要求，医疗机
构应当根据机构的级别
类别以及是否为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合
理确定感控人员的配备
形式和数量。

配备形式上，通知要
求，专职感控人员主要配
备在医疗机构感控管理
部门，全职从事全院的感
控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
不承担其他与感控无关
的工作。不得临时从其
他科室抽调人员作为专
职感控人员开展工作。
兼职感控人员一般配备
在不设病床的个体诊
所、医务室等规模较小
的医疗机构，或规模较
大医疗机构的科室，开
展本机构或科室的感控
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

配备数量上，通知要求，对于非定点医院，
原则上按照每 150 张至 200 张实际使用病床
（含口腔综合治疗台）配备 1 名专职感控人
员。对于定点医院，感控人员配备数量应当
保持在非定点医院的 1.5至 2倍。

此外，通知还对优化感控人员专业结构、
提高感控人员能力水平、落实感控人员职责
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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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员工开学前应提供48小时内核酸证明

陕西累计接种新冠疫苗5421.82万剂次
总人群覆盖率73.33%

本报讯（李琳）笔者 8月 23日从陕
西省卫健委获悉，截至 8月 19日，全省
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5421.82万剂次，总
人群覆盖率73.33%。

据了解，全省共有451个基因扩增
实验室完成备案，其中医疗机构 308
个、第三方检测机构 20个、疾控机构
123 个，全省单日核酸最大检测量达
100万份。全省设立新冠肺炎救治定

点医院131家，达到标准化要求的发热
门诊266个。启动陕西省、西安市公共
卫生中心两个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
设，完成 80个县级医院传染病区及发
热门诊规范化建设，建成4个国家级和
15个城市核酸检测基地、396个核酸检
测实验室。全面落实10种重点传染病
专病专防策略，积极开展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等六大工程。

8月 21 日夜间，在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下，商洛市镇安县
各镇办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存在不同程度的道路损毁、房屋
倒塌及农作物受灾情况。应镇安县人民政府请求，县人武
部立即上报动用民兵的请示，在得到省军区及军分区首长
批示后，县人武部立即部署，集结各镇办基干民兵 270 名参
与到抗汛救灾工作中。 鞠林严 骆传丽 摄

新华社杭州8月24日电（记者 王镜宇
卢星吉）记者 24 日从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
动管理中心获悉，中国女排已退出即将
开战的 2021 年亚洲女排锦标赛。

女排亚锦赛计划于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在菲律宾进行，这次比赛也是 2022 年
女排世锦赛的资格赛，获得亚锦赛前两
名的队伍将拿到明年世锦赛的入场券。

据排管中心相关人士透露，考虑到疫
情防控因素和全运会女排比赛的赛程安
排，中国队将不参加这次亚锦赛。

退出亚锦赛将不会影响中国女排获
得明年世锦赛的席位。根据女排世锦赛
的有关规程，明年世锦赛的联合东道主
荷兰队、波兰队以及卫冕冠军塞尔维亚
队将直接获得入场券。在剩下的 21 个参

赛席位中，有 10 个将通过洲际预选赛产
生，另外 11 个将根据 2021 赛季末的世界
排名发放。

尽管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仅名
列第九，但目前世界排名仍高居第三位，
获得世锦赛参赛席位不成问题。

陕西全运会女排成年组比赛将于 9
月 16 日开战。

中国女排退出亚洲锦标赛

8月23日清晨，汉中
市勉县迎来了晴空万
里。就在两天前的夜
里，这里遭受了今年入
汛以来的最强降雨。

从8月 21日 20时开
始，勉县 12小时降雨量
突破历史极值，县城测
站监测的最大降雨量为
237.7 毫米。早在 8 月
20 日，当地已发出强降
雨预警，紧急疏散和撤
离群众，但骤然袭来的
暴雨仍让人措手不及。

雨一停，武侯镇武侯
社区居民张全生就开始带
着家人着手清理家中院
子。“门一打开，水就涌了
进来，院子里的水都到胯
骨的位置了。”张全生说。

受暴雨影响，穿过
武侯社区的汉惠渠水位
迅速上涨，导致社区基
础设施严重受损，群众
生活面临较大不便。

从 8月22日开始，当
地通过启动备用水源井、
调配送水车等措施保障
城区居民基本用水。截至 8月 23
日14时，全县已恢复6.1万户供电。

长沟河镇在此次强降水过程
中受灾最严重。8月21日夜间，暴
雨对这里造成了极大破坏：辖区主

干道被河水冲毁，56公
里村组道路不同程度损
坏，16间民房倒塌，1607
亩农作物损坏。

在位于转咀子村的
安置点，5个应急帐篷里
已住满周边村民，镇政
府及时调配方便面、矿
泉水等生活物资，村民
饮用水基本得到保障。
但受制于交通阻塞，全
镇生活用水、用电及通
讯仍未完全恢复。

暴雨发生后，勉县县
城发生大面积内涝，积水
最深达 60厘米左右。8
月 23日上午 9时，笔者
来到桃园华府小区，尽
管地面积水已所剩无
几，但大量地下室积水
导致不能恢复供电。

“从 8 月 21 日晚开
始，我们对小区分批进行
抽水，每栋楼要抽 10个
小时左右。”勉县消防救
援大队指导员杨阳说。

大雨过后，勉县天
气转晴，城区群众生活

逐渐恢复。县城多地群众自发组
织起来清理、整修路面及房屋。随
着水电供应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大
部分企事业单位、营业场所目前可
以正常运转。（吴鸿波 赵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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