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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昱）8月 26 日，陕西省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陕西省出行防疫政策措
施。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期间，来陕返陕人员
需查验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陕西省出行防疫政策措施：
一、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期间，对所有来陕返

陕人员实施以下措施
1.对目的地是陕西省的入境人员实施 21天集

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核酸检测及“点对点”闭环转
运措施；

2.对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县（市、区、旗）
来陕返陕人员，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的措施
（14天隔离时间从离开上述地区时间计算），开展
2次核酸检测；

3.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不含中高风

险地区及其所在县）来陕返陕人员，落实居家隔离
14天的措施（起算时间同上），开展2次核酸检测；

4.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不含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设区市）的来陕返陕人员，立即开展 1次核
酸检测，并落实 14 天的健康监测（起算时间同
上），不聚集、少流动，有异常情况及时就医；

5.国内除上述地区外的来陕返陕人员需提供
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民航、铁路
进、出站需佩戴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来陕需查验 48小时内的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省上数据专班统一推送经公路来陕
返陕人员信息，由社区逐一进行核查，并查验健
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我省发布出行防疫政策措施

本报讯（张成龙）8月
28 日，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组委会广播电视部
方面表示，观众可通过十
四运会官网、央视频手机
APP等多个平台以直播、
点播等方式观看比赛。

据了解，组委会结
合媒体融合时代的特
点，确定了移动优先的
传播思路，形成了大、小、
微屏互动的传播矩阵格
局。届时，十四运会官
网、两微一端、官方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将会全部
上阵；央视频、央视网、央
视体育和各持权新媒体
官网、APP客户端、微端
等短视频平台也会火力
全开，以直播、点播方
式，展示赛事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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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十四运会期间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
件，延安市消防救援部门提前训练备战，保障全市消
防安全。图为 8 月 25 日在姚店消防训练基地，来自
延安市各县（市、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开展了相关科
目的实战演练，有效提升了实战能力。 高垠 摄

本报讯（靳鹏）8月 28日上午，第十四届全运会
和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组委会在
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于广大市民关心的票务工作，组委会市场
开发部驻会副部长魏铁平介绍：“十四运会体育比
赛门票采取‘实时销售、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实名
购票、一票一证’的销售政策。已经在官方票务网

站上成功注册的公众，可直接购票；未注册账户
的公众，须先行注册再完成购票操作。一般赛
事每人每场次每单限购 6 张门票，热门赛事每
人每场次限购 3 张门票，每个身份证每场次只
能买 1 张门票。请广大公众一定要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十四运会体育比赛门票，以免个人利益
受到不法侵害。”

热门赛事门票每人每场限购三张

8月23日，是咸阳市长武县青年小郭和新娘小王结
婚的大喜之日，这对新人的兄弟姐妹们身着五颜六色
的T恤，用20辆共享单车组成一支靓丽的迎亲队伍，高

高兴兴地把新娘子迎娶回家。迎亲队伍所过之处，不
断引来路人驻足观看，大家称赞这样的特殊迎亲，不
仅时尚浪漫，而且低碳环保。 李辉 摄

日前，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了《禁
止网络不正当竞争
行为规定（公开征
求 意 见 稿）》。 其

中明确，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
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
为，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行为。

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想起了好评返现？它可能是
一张小卡片，出现在你拆开快递包装的那一刻；它也
可能是一句承诺，客服会“娇滴滴”地向你发出好评返
现邀约。只需给产品打个五星，最多再配几张图，就
会有一笔小额现金进入你的账户——简单明确、规则
清楚，让人觉得这小钱赚得还挺舒服。

其实呢，三两元的红包，购买了你的时间，“敲定”
了你的态度，以此提升店铺美誉度，吸引更多客户。

对个人来说，顺手给个好评，好像只是帮个小忙、做个
人情，还有回馈，这波“操作”不亏。但你肯定听过蝴蝶
效应，知道小与大的辩证关系——往大了看，客观真
实的评价正是网购的关键一环。“出卖”评价权，参与
作假，为商家当“托儿”，这无疑将影响平台生态，有损
公平竞争，干扰市场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古人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参与好评返现，算是
“恶”吗？当然算。它所获不过蝇头微利，看似能量
有限，但积少成多，影响颇大。如今，监管部门拟对
此明令禁止。但不难预判，其在落实中仍将面临不
小难题。商家或许没有积极性去放弃这一“好经
验”“好方法”，网络的虚拟性、操作的隐蔽性、网店的
庞大规模，都将给监管带来考验。

那如何落实？还是看人，还是要有更多人对好评
返现说“不”。少些“无所谓”，多点责任感——更多人
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抵制诱惑，让商家的伎俩玩不下
去。这样才是共建共享，人人付出、人人受益。（夏凡）

好评返现，还能玩多久？

网民规模超 亿

国人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
101010

新华社北京8月 27日电（记者 王
思北 白瀛 王鹏）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
网民规模为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2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发布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超 10
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
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身处数字时代的浪潮中，你我的数
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

十亿网民构成我国
数字社会众生群像

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亿，较 2020年 12月新增网民 2175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其中，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为 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为 99.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
介绍，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已然开
启，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不加快数字
化转型的脚步。

统计发现，10岁至 19岁年龄段网民
对在线教育的使用率最高，达 48.5%；20
岁至29岁年龄段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
视频、网络直播等应用的使用率在各年
龄段中最高，分别达 84.1%、97.0%和

73.5%；30岁至 39岁年龄段网民对网络
新闻类应用的使用率最高，达 83.4%。

“我国超过七成的人口上网；超过
10 类互联网应用的用户规模在 5 亿以
上，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6.9 个小
时，互联网应用塑造了全新生活方式和
社会形态。”张晓说。

全民娱乐新方式：8.88亿人
刷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

“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
娱乐方式。”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88 亿，占
网民整体的 87.8%。网络直播用户规
模达 6.38 亿，占网民整体的 63.1%。其
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3.84 亿，同比
增长 7524万。

“网络直播行业已经由最初娱乐消
遣的单一形式演变为与大家‘吃住行游
购娱’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
认为，它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

1亿多人当主播、6亿多人看直播——
谈及这场全民直播热潮，瞿涛认为，网
络直播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
己的舞台，无论是演艺梦想、生活记录
还是商品销售，网络直播可以让更多人
享受技术所带来的便捷、公平和认
可。特别是疫情发生后，直播电商的
兴起创造了新的销售和消费场景。

1.58亿青少年网民
如何更好拥抱互联网？

报告指出，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 6
岁至 19岁网民规模达 1.58亿，占网民整
体的 15.7%。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互联网对青
少年群体的不良影响也一直受到社会
各方广泛关注。

今年 6月 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增
设“网络保护”专章，保障未成年人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关部门开
展“护苗行动”集中清理网上涉未成年

人有害信息；通过给 APP 设置“青少年
模式”上线防沉迷系统，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针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平台应
结合自身特点，对‘青少年模式’做出更
有针对性的升级，发挥积极作用。”瞿涛
建议，应强化平台机构的主体责任，让
企业自发为保护未成年人筑起“长城”。

专家指出，青少年保护是一个系统
性的工程，需要平台、学校、家庭等多方
面努力。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关心、爱护
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共同织就未成年
人保护网。

城乡数字鸿沟逐步缩小
仍有4.02亿非网民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农
村网民规模为 2.97 亿，占网民整体的
29.4%；城镇网民规模为 7.14 亿，占网
民整体的 70.6%。

专家认为，得益于基础设施与配套
数字化服务“软硬件”的不断完善，农
村群体与城镇居民互联网普及率差异
逐步缩小。

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新民说，一方面，农村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全国行政村通光纤
和通 4G 比例均超过 99%，让农村和城
市“同网同速”。另一方面，农村数字经
济新业态逐渐形成，以直播电商为代表
的互联网新模式发挥带货能力，成为引
领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新路径。

在关注网民规模增长的同时，仍需要
对非网民群体予以重视。

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
非网民规模为 4.02亿。其中，使用技能
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设备不足是非网
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仍要
给非网民群体多一分关爱。”专家称，
通过注重提升非网民的文化教育水
平和数字技术的使用技能，开发更多
智能化、人性化适老产品和服务，提
升网络服务的便利化水平等多种方
式，助力非网民群体共享数字时代的
巨大红利。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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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渭南市大荔县交警
大队事故预防中队的民 警 向 群
众 宣 传 交 通 安 全 知 识 ，提 醒 佩
戴 头盔、系好安全带能够有效防

止意外。据悉，入夏以来，该县公安交
警先后深入学校、农村、机关、企业开
展交通安全法制宣传 50 多场次。

李世居 韩丽娜 摄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
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日前举行的专利审查
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审查
周期压减至 13.3个月，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
压减至 19.1个月，未来要以国家需求和用户体
验为导向，更好推进专利审查工作提质增效。

“专利审查是专利保护的源头，向前激
励高水平创造，向后促进高效益运用。”申
长雨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加强审查
能力建设，不断创新审查工作模式，动态完
善审查标准，持续推进便利化改革和减费
降费，严厉打击非正常申请，审查质量用户
满意度指数稳步提升。

为更好推进审查提质增效，申长雨表示，
要持续推进审查工作理念更新、技术革新和工
作创新，树立国家需求导向和用户体验导向，
加快审查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探索实行差异
化的审查政策。要着力强化制度、组织、作风
等综合保障，为专利审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我 国 高 价 值 发 明 专 利
审查周期压减至13.3个月

本报讯 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桥梁专家、原
中铁一局桥梁处副处长叶录年，于2021
年8月2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8岁。

叶录年，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4年1月出生，1959年调至中铁一局
桥梁队，1982年6月任一局桥梁处副处

长，1994年 3月退休。先后参与兰青
线、兰银线、青藏线（勘测）、白宝专线、
镜铁山支线、石汝线、阳安线、西延线、
唐山压煤改线等众多重要线路的建设
工作。在全国优质工程金奖项目汉江
斜腿刚构桥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襄樊
汉江二桥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1978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享受
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19 年被授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章，先后荣获“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中铁典型人物”、中国中
铁“开路先锋”卓越人物、中铁一局建
局 70年“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叶录年去世

本报讯（白圩珑）笔者获悉，按照
西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西安市卫生健
康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
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的
通知》，9月 1日起，西安市需要长期用
药的高血压、糖尿病城乡居民参保患
者将全部纳入门诊用药保障范围。

据了解，此次城乡居民医保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是指所
有参加西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经规范诊疗并确诊为高血压、糖
尿病，需要在门诊长期药物治疗的患

者。这部分患者在门诊统筹定点医
疗机构产生的降血压、降血糖药品费
用将由西安市城乡居民医保进行统
筹基金支付。

“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具体是
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险年度
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普通门诊药品
费用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
为每人 400 元、600 元，同时确诊为高
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普通门诊药品费用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每人 600 元。统
一支付比例为 60%，不设起付线。

按照目前实施的城乡居民医保门
诊统筹政策，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
一级定点医院、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支付比例为 60%，定点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及门诊部支
付比例为 70%。不设起付线，年度个
人最高支付限额为 200元。9月 1日起
调整的“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与门
诊统筹政策可同步享受，但不能重复
报销。同时，已经享受高血压或糖尿
病门诊慢性病待遇的患者，也不能同
时享受“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

西安高血压糖尿病参保患者
下月起全部纳入门诊用药保障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