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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静）日前，西安市医疗保
障局发布消息，为切实降低参保对象医
疗负担，西安市将面瘫病、中风病、腰痛
病（限气滞血瘀型）3个中医门诊病种，
纳入中医门诊医保支付范围。

凡参加西安市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员，经诊断确诊为该 3 个
病种、需要在西安市定点
医疗机构门诊采取中医
适宜技术治疗的患者，都
可享受门诊医保待遇及

支付政策。
患者就医时，参保者须持本人身份

证件、医保卡（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
卡，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经确诊为中
医门诊病种的，享受相关待遇。患者就
诊的定点医疗机构为具备开展中医适
宜技术且具有相关资质的一级及以上
定点医疗机构（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按程序申请开通中医门
诊病种业务。

参保人员在西安市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通过中医适宜技术治疗该 3个病
种产生的诊疗服务费纳入基本医保基

金支付范围，不设起付线。参加西安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负担 70%，个人承担 30%；参加西
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负担 60%，个人承担 40%。

中医门诊医保支付设置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面瘫病医保年度支付限额
2000 元，中风病医保年度支付限额
3000 元，腰痛病（限气滞血瘀型）医保
年度支付限额 800 元。单次支付不超
过年度最高限额的 50%，超过限额部分
由参保人承担。中医门诊病种医保支
付金额纳入年度统筹基金支付限额。

三病种纳入西安市医保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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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0月18日，记
者从省卫健委获悉，10月 17日 0时至 10
月 18日 7时，陕西新增报告 6例本土确
诊病例、1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新增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例。

本土确诊病例 1：闫某，女，62岁，上
海市人，系 10月 17日已发布的外省游客
核酸检测阳性病例。10月17日省市专家
会诊为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本土确诊病例 2：姜某，男，65岁，上
海市人，系 10月 17日已发布的外省游客
核酸检测阳性病例，与本土确诊病例1系
夫妻关系。10月17日省市专家会诊为确
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本土确诊病例 3：陈某，女，65岁，上

海市人，为本土确诊病例1、2的共同出游
人员。西安市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检测机
构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 18日 2时 50分
专家会诊为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

本土确诊病例 4：王某，男，65岁，海
口市人，为本土确诊病例1、2的共同出游
人员。西安市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检测机
构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 18日 2时 50分
专家会诊为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

本土确诊病例5：王某，女，64岁，海口
市人，为本土确诊病例1、2的共同出游人
员，与本土确诊病例4系夫妻关系。西安
市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核酸检测呈
阳性，10月18日2时50分专家会诊为确诊

病例，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本土确诊病例 6：潘某，男，76岁，上

海市人，为本土确诊病例 1、2的共同出
游人员。西安市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检测
机构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 18日 2时 50
分专家会诊为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
疗机构隔离治疗。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张某，男，66岁，
上海市人，为本土确诊病例 1、2的共同
出游人员，与本土确诊病例 3系夫妻关
系。西安市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 18日 2时 50分专
家会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在定点医
疗机构隔离观察。

以上 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 1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相似。

陕西新增6例本土确诊病例 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0月 18日，记者从西
安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10月 17日起西安开展
风险人员核酸检测，根据病例轨迹追踪信息，全市
突出重点、分级实施，开展核酸检测排查。紧急启
动 18 个应急采样场所，对风险人员及环境进行核
酸检测。截至 10 月 18 日 8 时，已采样 33777 人，
20481人检测阴性，其余结果待出。

同时，对相关区域实施封闭管控。对病例活
动过的区域实行封闭管控，共封闭管控相关场所
18 处，累计检测环境样本 2043 份，结果均为阴性。
累计消杀面积约 53万平方米。

会上，相关负责人提示：非必要不外出。近期
各单位不组织外出和聚集性活动，个人非必要不
出市，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个人非必要不出市
20481人核酸检测结果均阴性

西安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

陕西历史博物馆预约好的外省观众入

馆须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西安大雁塔景区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处

于封闭管控状态

西安钟鼓楼博物馆来陕返陕游客检票

要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西安世博园景区暂时闭园 恢复开放

时间另行通知

陕西历史博物馆预约好的外省观众入

馆应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西安市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0 月 18 日上
午，记者来到西安市红会医院和陕西省
人民医院接种点，直击新冠疫苗加强针
接种情况。

在西安市红会医院接种点，记者看
到，扫健康码、登记、预检、接种、留观等
每一道程序都有工作人员宣传引导，井
井有条。

西安市红会医院急诊医学科副护士
长何雷告诉记者，10月 14日，他们从碑
林区疾控中心领取了 2400份新冠疫苗，
从 10月 15日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
种，每天接种 100-200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接种的有医
生、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等。58岁的张
翠娥是一名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今年
4 月 17 日完成了两针剂新冠疫苗的接
种，到 18日已经超过了 6个月。“知道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后，我就赶紧过
来接种了。”她说，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
对社会负责。

目前，西安市红会医院接种点已面

向社会开放，11月 30日前，18岁以上的
已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或 1剂次腺病毒
载体疫苗接种满 6个月的重点人群和有
意愿接种的市民，通过关注“健康西安公
众服务”小程序及“西安市民健康”公众
号，可以进行预约接种。

随后，记者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接
种点。记者看到，大约有 20 多名医护
人员正在排队接种新冠疫苗
加强针。陕西省人民医院预
防保健科主任王媛告诉记
者，目前，新冠疫苗加强针主
要面向本院的医务人员等感
染高风险人员。医务人员在
去年 12 月到今年 1 月接种完
新冠疫苗后，已经间隔 10 个
多月，疫苗保护效果有所减
弱，预计在 11月 7日完成对本
院 4960余名医务人员接种后，
将对海关、快递等重点行业人
员进行接种。

陕西省人民医院烧伤美
容科护士长朱秀梅接种完后

告诉记者：“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随即她
又回到护理岗位开始忙碌的工作。

目前，陕西各地陆续启动新冠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18 岁及以上已接
种中生北京生物、北京科兴中维、武汉
生物灭活疫苗（两剂次），且已完成全
程接种满 6 个月的市民请尽快到就近
接种点接种。 实习记者 郝佳伟

““护体金盾护体金盾””再升级再升级
——直击西安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市民在红会医院接种加强针市民在红会医院接种加强针。。

每天下午 5时，张师傅下班后，坐在自己的车
上，打开某网约车软件，他从一名企业员工变为网
约车司机。“每天下班后，早回家也是闲着，不如
开个网约车，还能赚点油钱。”张师傅对笔者说。

如今，越来越多像张师傅一样的上班族开始
打“零工”，甚至很多人开始专职打“零工”。网约
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
多，“零工经济”悄然兴起。

从打“零工”到“零工经济”

上世纪 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
放，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但技术和设备都很欠缺。

于是，政府和企业就从本地退休
的技术工人或者上海、南京、苏州等
城市的工厂和科研机构中聘请工程
师，解决技术难题，提升产品质量。
这些人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他
们平时都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利用周
末去乡镇企业兼职，帮助企业攻坚克
难。”北京大学研究员靳戈说。

经济快速发展，打“零工”变得越
来越常见。“虽然某些企业或者工厂用
人需求很大，但由于信息科技不够发
达，并不能做到及时匹配。”靳戈表示。

这种供需不匹配的现象，渐渐因
为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而被打破，并
且开始向“零工经济”发展。

“零工经济”指的是区别于传统“朝
九晚五”，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利
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

2019年，中国“零工经济”对GDP
总增量的贡献度为 10.43%，预计到
2035 年，这一比重将增至 13.26%，占
GDP的比重将达到 6.82%。

“一个爱好也能带来不少收益”

传统打“零工”，采用的是“企业-
员工”模式，企业提供职位，个人应聘
岗位。说到底，个人依然是企业的一部分。“零工经
济”则改变了这种模式，将之转化为“平台-个人”模
式，平台提供用人需求，个人进行选择。

“平台成为‘零工经济’中劳动力提供方与
需求方对接的媒介，实现供需快速匹配。”西北
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夏恒认为，这是大批
具有供应能力、劳动时间与技能的劳动者偏好

打“零工”的重要原因。
小杨是个程序员，酷爱摄影，闲暇时经常拿着

相机四处拍照。拍到好看的照片，小杨就会上传
至一些商业图片网站。图片每被下载一次就可
以得到相应分成，他每月靠拍照也能赚几百元。
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提高，小杨有了些名气。
一些商业拍摄活动也会找他做专职摄影师，每次

的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这就是“零工经济”的魅力。报

酬实时结算，且严格遵循多劳多得原
则。“现在很多年轻人依靠打‘零工’
获得的收入，可能比本职工作还要
高。”靳戈说。

加强对从业者的各项保障

小王是一名插画师，属于自由职
业者，采用的是订单式的合作模式。

“如果这段时间有灵感，我就多接几
单，感觉比较累就少接点，主要还是
看心情。”小王说。

灵活的工作时间让小王身心愉
悦，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
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

随着“零工经济”进一步发展，不
少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主要职业，开始
全职打“零工”。这种现象在网约
车、外卖、直播等行业越来越常见，
其他自由职业未来也将拥有更多的
全职零工从业者。这些从业者的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以及劳动权益
如何保障，亟待解决。

“如果这些‘零工经济’从业者未
被纳入社保体系，将加剧人口老龄化
的相关风险。”靳戈表示，只有参与社
保，新业态从业者的后顾之忧才能有
效缓解，社会整体的消费结构和人口
结构才有望优化。

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也要落实到
位，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 情 况 。 对 此 ，张夏恒建
议，相关部门应通过定期或
不定期的抽检、核查，加大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
改善“零工经济”平台及企业
用工环境，切实保护好从业
者的合法权益。 （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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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西安
碑林交警在友谊西路
和太白北路十字路口
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
的交通违法行为。10
月 15 日起，西安公安
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交通秩序大整治，并
在此基础上常态治理，
全面遏制非机动车等
闯红灯、逆行、不佩戴
安全头盔等各类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

实习记者
郝佳伟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0月 13日，记者从陕西
交控集团获悉，该集团成功发行30亿元短期融资券，
期限1年，利率2.76%，是陕西地区首单用于支持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债务融资工具。

本期短期融资券涉及铜延高速、西汉高速、十
天高速，均为国高网“7918网”在陕西境内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实现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资源
及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设施。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0月 15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局集
团公司）获悉，10 月 1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
2021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西安局集团公司采取
调整货物列车径路、增开货物列车、释放枢纽运输
通道能力等方式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开行货运
列车总数较2020年底增幅10.5%，达到622对。

调图后，西安局集团公司利用高铁成网后释放
的运输能力，优化调整普铁列车开行结构，增开浩
吉铁路煤运通道货物列车。其中，构林南口货物列

车增至60对，宝中线调整1对货物列车径路。进一
步优化货物班列开行方案，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13
对，增开 2列中欧班列，调整 1列中欧班列径路，新
增2列多式联运普快班列。

今年前三季度，西安局集团公司集装箱运输累
计运量达2519.7万吨，同比增长81.9%，集装箱运量
占到货运总运量的 12.9%。此次调图，西安局集团
公司加强集装箱运输管理，开行跨局煤炭直达班
列，日均45.5列。同时，在管内货物列车开行上，将
包西线曹家伙场等装车站增开列车至12对。

西安局集团公司货运列车总数增10.5%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0月 15日，记者从西安
市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十三五”时期，西
安市组织各类残疾人职业培训近 2.8 万人次，扶
持残疾人就业创业 9881 人次，累计为 2.4 万名残
疾人实现了多种形式的就业。

此外，西安市积极开展自行助学活动，全市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6%；实施残疾人

远程学历教育资助项目，200多名残疾学生进入中
央电大西安残疾人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全面建立
了残疾少年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十三五”期间，共
为残疾少年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15906人次。落实
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个人缴
费资助政策，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率达到 9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6%。

“十三五”时期西安残疾人职业培训近2.8万人次

据新华网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
署在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北
省廊坊市、山西省长治市、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
金华市、安徽省铜陵市、福建省三明市、湖北省宜
昌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山东省诸城市等 12
个省市区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据介绍，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涵盖
了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县级市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据

悉，各实验区都以党委、政府或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名义专门印发了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实验
内容和举措。下一步，教育部将深入实验区进行
调研，指导推动实验区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

“双减”等重大任务，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并定期组织交流研讨，总结凝练实验成果，
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发挥好示范效应，进一步推
进深化全国各地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西安高新区等12地入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陕西交控集团成功发行30亿元短期融资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