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综合新闻编辑：郝佳伟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

2021年9月1日 星期三

版2

■ 到2022年年底，特殊困难老年人以及其他困

境的居家老年人探访、帮扶、服务“三位一体”的关爱

体系初步形成，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100%

■ 到2021年年底，在新城区、

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

桥区开展居家老年人探访试点

本报讯（杨小玲）8月 27日，西安市
民政局、财政局、卫健委、残疾人联合会
共同发布《关于建立居家老年人探访
制度的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有效提升居家养老服
务水平。

意见指出，探访服务将面向西安
市独居、空巢、留守、高龄、失能、重残
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以及其他困境的
居家老年人，重点保障家庭照护资源
缺失、迫切需要关怀探访的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需求对接服
务。西安市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
奖代补等方式，推动开展专业化、多
元化的探访服务，切实兜住民生底

线，编密织牢安全网。
探访服务包括 6 个方面：健康情

况，通过观察和询问，了解老年人的身
体情况、精神状态、疾病情况等；家庭
情况，了解老年人家庭居住环境、日常
照料、卫生环境、赡养责任落实情况
等；经济情况，了解老年人是否存在衣
食住行医等方面的困难，是否享有相
应救助保障政策，相关政策是否落实
到位等；安全情况，了解老年人家庭水
电暖气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是否有适老化设施需求等；需求情况，
了解老年人是否有生活照料、康复护
理、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需求；特殊情
况，了解老年人居住环境是否睦邻，是

否发生重大家庭变故，是否因受到突
发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影
响造成生活困难，是否落实相应的救
济措施等。

根据意见安排，到 2021年年底，西
安市所有区、县、开发区完成特殊困难
老年人摸底排查工作，建立电子信息
台账，并在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
区、未央区、灞桥区开展居家老年人探访
试点工作。到2022年年底，西安市特殊
困难老年人以及其他困境的居家老年人
探访、帮扶、服务“三位一体”的关爱体系
初步形成，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
100%。2023年开始，探访服务工作常态
化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办好民生实事 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西安将建立居家老年人探访制度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通知要求，严
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
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 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虽然相关部门敦促各家游戏公司、视频网站、直播
平台对“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进行多次升级，但依旧形
同虚设，孩子们有一套破解之法。家长对于现有“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并不满意，如何维护未成年人网络安
全，成为社会、厂商、家长、学校多方的关注焦点。基于
此，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文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
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2019 年 11 月，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方面，网络游戏相关
内容被专门提及。文件中明确，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
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这就要求，
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发挥监管作用，净化网络游戏空
间，认真落实“网络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

全方位保护。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
应针对国内游戏产业在线网络游戏严格管理，内容包括
引入预防性技术措施限制在线时间、强化登录身份认证、
开发有效游戏指导和管理系统等，进一步治理未成年人
网游沉迷问题。

限制未成年人网游时间，迈出了网络保护的第一
步。解决未成年人网游沉迷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
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治理合力。家庭是预防未成
年人网游沉迷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以身作则，不要
沉迷于网络游戏；要注重与孩子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孩子
理性的时间管理能力。

再者，学校应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认识到网游沉
迷对生活、学习的危害，引导学生正确、适度上网休闲
娱乐。更重要的是，游戏企业应开发有益于青少年身
心健康的游戏，并通过
技术手段设置游戏规
则，限制青少年游戏类
型、时长等，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张西流）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迈出坚实步伐

近日，西安市内最大规模的城市中心
公园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园内，百亩
向日葵向阳而生，竞相绽放，成为都市里

一道靓丽的风景。据了解，该公园 9 月初
建成投用，游客可乘坐观光车或租赁自
行车游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 31 日从交通运
输部了解到，作为我国唯一一支国家海上专业救
助打捞力量，中国救捞已初步建成空中立体救助、
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抢险打捞的“三位一体”海空
立体救捞网络，救捞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能力位居
世界前列。

在当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专题发布会上，交
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雷介绍，目前，中国救捞
力量部署有效覆盖了我国全部沿海水域、国际搜救
责任区，在我国 1.8 万多公里海岸线上共设置了 24 个
救助基地、88个救助船舶值班待命点、8个救助飞行基
地、115个临时起降点，并建立了 19支应急救助队。

我国初步建成“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捞网络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
局等四部门 31日发布通知，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
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要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开学前全面开展自查。发生洪
涝灾害地区的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不得使用洪
水浸泡过的食品原料加工制作食品。

这是记者 31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印发《关
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
知》，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
作，深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不断完善校园
食品安全管理协作机制，强化联动执法，形成监管合
力，严防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
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和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加
强学校食堂等场所的食品安全管理。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督促校外供餐单位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严格查验进货原料，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行为；进一
步加大对校外供餐单位、学校食堂和学校周边食品经
营者的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做到全覆盖；强化禁止
向未成年人售酒监管，严格执行学校周边不得设置售
酒网点的规定。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教育，指导学校开展食源性疾病预防知识教
育。各地公安机关要及时受理、依法立案侦查涉嫌犯
罪的食品安全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学校及学校周边食
品安全犯罪行为。

四部门发文要求保障秋季学校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 1日，在第十四届全运会
即将召开之际，西安火车站站房工程全部投入使用，候
车面积达到 8万平方米以上，将兼顾普速列车和动车出
行，是一个拥有南北双广场、双站房、双地铁、多通道的
车站，预计年发送旅客约 4800万人次。

由中国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西安火车站站房工程
包括新建北站房、新建高架候车室以及既有南站房改
造，共计 11.15 万平方米。自 2020 年 5 月正式施工以
来，80 余名项目管理人员、1800 余名劳务作业人员 24

小时“三班倒”不间断施工，确保全运会前按期开通。
在过去的 16个月，先后于 4月 26日开通高架候车室北
区、5 月 30 日开通新建北站房、9 月 1 日开通高架候车
室南区以及既有南站房，自此，西安火车站站房工程全
部投入使用。

建成后的西安站成为全国仅有的位于文化遗址中
心并拥有南北双广场、双站房、多通道的大型综合交通
枢纽，将 6台 11线增加到 9台 18线，进一步确立了西安
站作为西北乃至全国铁路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

西安火车站南站房今日投用
预计年发送旅客约4800万人次

8 月 31 日，记者在西
安幸福林带长乐中路与
幸福北路十字西北角和
长乐中路与万寿北路十
字西北角看到，水泵正从
下水道抽水。

据市民反映，幸福林
带投运以来，激发了市
民到此休闲、购物、锻炼
的 热 情 。 但 每 到 下 雨
天，这两处下水道就会
堵塞，形成“汪洋”，导致
市民出行难。

本报记者 胡建宏 摄

破难题 稳大盘 保民生
——国家两部门详解《“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 姜
琳 安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国务院
日前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
划》，对未来五年促进就业工作作出了
全面部署。在 30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对这
一规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就业

一段时间以来，制造业用工荒、招
工难问题比较突出，引发广泛关注。

“短期看，主要是普工出现阶段性、
季节性短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
长高杲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一
些出口企业，订单需求比较饱满，用工
需求持续增长，短期内出现用工不足。

他表示，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数
量下降，制造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加快，
特别是自动化、智能化广泛应用，使得
大龄职工越来越难适应新的岗位。而
年轻人更倾向于工作较灵活、强度相
对较小的服务业领域，客观上加剧了
制造业用工紧张。

“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促进制造
业高质量就业，在稳企纾困的同时，提
升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增强制造业对
年轻人就业的吸引力。”高杲说。

他介绍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将
继续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发展，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
业，开发更多技能型就业岗位；推动服
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制
造业就业新增长点；强化制造业人才培
养培训，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创业链与
培训链有效衔接；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企

业用工服务，针对一些带动就业能力
强、用工规模大的重点企业，设立就
业服务专员，实施定点服务，帮助解
决用工问题。

青年就业形势将总体保持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个月16
至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
7月达到16.2%。“十四五”时期促进青年
就业有哪些新举措？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青年就业
形势将总体保持平稳。”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给出判断。

她表示，青年劳动者规模依然较
大，部分年轻人对就业有更高的诉求，
但实践经验、专业能力与市场需求存在
结构性矛盾。做好青年就业工作是一
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规划在强调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促进
青年就业，并作出专门部署安排。未来
将通过供需两侧发力、政策服务支撑，
多渠道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张莹说。

据她介绍，一是拓展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中的就业创业机会，对接重点行
业企业的人才需求，支持青年到急需紧
缺的领域；二是增加职业规划指导、技
能培训、见习实践等，增强青年的职场
适应力、就业成长力和岗位胜任力；三
是完善适应青年需求的就业服务模式，
分类提供职业介绍，提高他们的择业精
准度；四是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对
一些困难的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援助。

“高校毕业生始终是青年群体中的
重中之重。”张莹说，对应届毕业生，规
划明确了专项就业创业支持计划，往届
未就业毕业生也能够通过促进青年就

业的相关举措和安排，得到更好支持。

提升劳动者技能缓解结构性矛盾

一面是部分劳动者知识技能不能
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变化，大龄劳动者数
量增多，存在“就业难”；一面是技术技
能人才短缺，制造业“招工难”。这一矛
盾如何化解？

“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将
成为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高
杲表示。

我国技能劳动者达到 2亿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技能人才求
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倍以上。

“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占比不断提
高，但与庞大的劳动力比还是偏低，现
在还不到 30%，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
强国差距仍较大。未来高质量劳动力
短缺问题可能会更加尖锐。”高杲说。

为有效缓解这一矛盾，规划提出以
实施技能中国行动为牵引、大规模多层
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劳动
者素质的相关要求。

张莹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
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强化重
点群体就业培训，力争实现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超过7500万人次。

按照规划安排，我国将针对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工程，建设一批技工院校、一批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和一批技能大师工作
室，培养 5 万名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工
匠。同时还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
量，指导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大力开
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拓展职业技能
培训多元化供给，多管齐下提高劳动
者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本报讯（梁宇晴）8月28日，笔者从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组委会行政接待
部了解到：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预估
接待注册人员总规模约4万人。

据介绍，十四运会组委会对抵离迎
送、餐饮住宿、参加赛事活动等接待
环节进行了统一规范和具体部署。
目前陕西省内 5 个机场和 17 个火车
站已完成迎送流线设计，全部开通
赛事专项服务。正赛期间，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铁路西安北站和西安
站将设立抵离服务中心，其他各市
在当地站点设立接待点，开通专用

通道和绿色通道，设置接待服务台、
引导标识、专用停车位、上落客区。

已开通赛事专项服务的 22 个抵
离场站中，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铁路
西安北站为来宾主要抵离场站。为
实现有序快速通行，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已开通十四运会专用停车区
域，可停靠 300 辆大巴；T2、T3 航站
楼开通无感体温检测，设置 20-40
个专用值机柜台，预留 3-10 条安检
通 道 ，满 足 1000 人/小 时 通 行 ；同
时，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作为十四运
会唯一指定口岸机场，十四运会组

委会将联合边检、海关等部门为出
入境来宾提供便捷的通关服务。铁
路西安北站已开通抵达乘车点，可
同时停靠 16-20 辆大巴车。每一个
抵离通道预留 2 条安检通道，可满足
800人/小时通行。

此外，十四运会组委会在全省选
定接待酒店 103 家，能满足 2.6 万人
入住，并留有 20%床位余量。全运村
住宿、餐饮、商业、志愿服务等各项
保障工作已全部准备到位，可提供
2975 套房间，共有床位 12176 张，赛
会期间按比赛日程循环使用。

十四运会预估接待注册人员约四万人

由 陕 建 装 饰 集 团 承
担装饰任务的“长安云”
项目是十四运会配套工
程 ，与 长 安 花 主 会 场 相
邻。为确保完工亮化，该
集团组织精兵强将，昼夜
施工，拼搏大干。图为工
人在钢架龙骨上铺贴流
水幕墙的石材。

王雄文 何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