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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宛嵘）11月 3 日，杨凌示
范区 2021年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杨凌果业创新中心项目工
地举行，总投资 45 亿元的 25个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

截至目前，杨凌今年已安排重点项
目 190个，总投资748亿元，年度投资144
亿元；新开工项目 78 个，总投资 226 亿
元。一、二、三季度开工项目分别为39个、
24个、15个，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

杨凌四季度二十五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黄涛）11月 3日，陕西省统
计局发布消息，2021年人口变动抽样调
查入户登记开始。

2021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涉及全
省11个市（区）、114个县（市、区）、831个
镇（街道）、1678个村（居）委会，20余万
人。11月 1日-15日期间，调查员将佩
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颁发的

证件入户开展工作。请被抽中的住户
积极配合，根据调查员的询问申报家
（住房）中每一位成员的基本信息。

根据公布的《陕西省 2021 年人口
抽样调查涉及村（居）委会名单》，西安
市 2021年人口抽样调查涉及的村（居）
委会名单，包含 137 个乡镇（街道），270
个村（居）委会。

2021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开始入户登记

本报讯（马雍济 高雄伟）今年以来，
咸阳市乾县不断改进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办法，推行“三步走”干部考核模式，进一
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合力。

突出分类考核，提高知事识人精准
度。坚持分类考核，突出考人、考事相结
合。突出干部工作实绩，注重区分领导
干部与领导班子，防止以班子代替个人
才干或不足，避免吃政绩“大锅饭”。改

进方式方法，考准、考实干部实绩。制定
10项政治素质正面清单和 10项负面清
单，对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进行民主测评
并公示，确保考核精准科学、客观公正。
用好考核结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制
定出台《乾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结果运
用十项措施》，对考核结果优秀等次的镇
办和县级部门分别给予表彰奖励，考核
结果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咸阳乾县推行“三步走”干部考核模式

据新华网 11月 3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对外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
南》（以下简称《执法指南》）。《执法指
南》提出，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
告，广告主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才能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
美容广告。广告主发布医疗美容广
告，必须依法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
明》；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医疗美容广告必须依法
查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并严格按
核准内容发布。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整治各类医疗

美容广告乱象，着力解决危害性大、群
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对违背社会良好
风尚，制造“容貌焦虑”，将容貌不佳与

“低能”“懒惰”“贫穷”等负面评价因素
作不当关联或者将容貌出众与“高素
质”“勤奋”“成功”等积极评价因素作
不当关联；违反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等
法律法规规定，对未经药品管理部门审
批或者备案的药品、医疗器械作广告；
宣传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备
案的诊疗科目和服务项目；宣传诊疗
效果或者对诊疗的安全性、功效做保
证性承诺等九种情形予以重点打击。

市场监管总局对医美广告划出九条“红线”

新闻新闻新闻 为切实提高辖区社
区居民群 众 的 消 防 安
全意识，11 月 4 日，渭
南华阴市消防救援大
队工作人员走进社区、
公园、幼儿园，通过发
放宣传品、咨询消防安
全知识、游戏互动等方
式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
传，为“119”消防宣传月
活动营造浓厚氛围。

王渭 摄

（上接第一版）
多次与企业行政、职工群众进行座谈交流，

宣传工会法规政策，讲解组建工会有关程序及
要求，提供相关建会资料，主动做好宣传服务引
导工作，积极推动企业建会；主动为企业订阅
《陕西工人报》、购置 2万元的物资为 100名职工
“送清凉”、为 50名职工赠送全国职工书屋电子
读书卡，协助企业制定职工书屋建设方案……
渐渐获得广大货车司机的认可。

同时，省市蹲点组成员又赴榆林象道物流
有限公司上级企业总部开展走访座谈，加快推
进企业建会，与企业总部建立起工会工作联络
机制，自上而下推动建会。

最终获得企业支持，不久，相关筹备工作完
成，获得成立工会的批复。

借力推动
单独的企业建会不难，但如何组建货运行

业工会联合会，把动态分散的货车司机组织起
来？看着G337国道上排成长龙的大货车，省总
蹲点组的两名成员陷入沉思。

“对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必须摸清现状！”省
总蹲点组决定扩大调研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调研又有好消息传来——
省市两级工会蹲点小组成员从米脂县总工会主
席姬巧玲处得知，当地一家最大的汽车贸易公
司，旗下挂靠有 3000 余名货车司机，而且该公
司为货车司机提供购车、贷款、货运、维修等“一
条龙”服务。

“我们立刻有了主意，就从汽车贸易企业入
手，组建行业工会联合会，实行‘汽车贸易公司工
会+行业性工会联合会’双吸收、双覆盖的入会模
式，共同吸纳货车司机加入工会组织。”郝甘军说。

这一想法得到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马治东的大力支持。“突破口选得好，
榆林的货车司机不管是拉煤还是煤化工产品，都
是搞能源运输，我们就建立能源运输行业工会联
合会，既具有榆林特点，也可以最大限度把能源
行业相关从业人员吸纳进来，把工会组织的网络
覆盖得更大一些。”了解到省市蹲点组在米脂调
研后的建会入会构想，马治东高兴地说。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顺畅。该公司与司机是
挂靠关系，其主要负责人担心依托其成立后，与
司机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

就在陷入僵局之际，榆林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经审委主任、蹲点组组长吴志杰无意间从米
脂县总蹲点组了解到“县上有汽车商会，市上也
有”这一关键信息，给了他很大启发。

“大的汽贸公司有资源，汽车行业商会也有
资源，是否更合适？”吴志杰说，“我得知榆林市汽
车行业商会会长贺金龙是全国劳模，还曾担任我
们的市劳模协会会长，工作应该更好做！”

进一步了解后，吴志杰喜上眉梢，心里顿时
有了底。拥有 300家成员单位、10万货车司机资
源的榆林市汽车行业商会，是榆林市能源运输工
会依托的绝佳主体。

随后，省市蹲点组进驻榆林市汽车产业园，
一场新的行动展开。依托榆林市汽车行业商会
组建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商会与企业联系紧密的
优势，共同赴榆林泉财集团运输有限公司、榆林
东方集团、榆林佳日集团等当地龙头汽贸企业，
逐个企业谈建会入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终于为榆林市货车司机建起了“职工之家”。

创出模式
有了榆林市能源运输工会联合会建会的成

功经验，后面区县的建会就顺畅了许多。
在省市蹲点组指导，县区蹲点组推进，三级

工会组织优势通力配合之下，县级行业工会联合
会组建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展开。

靖边、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子洲等
7县区相继成立了县级能源运输行业工会联合
会，覆盖货车司机的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网络逐
步在榆林市建立起来。

榆林市能源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这颗种子
已经播下，成为榆林市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心中期盼的可以依靠的“遮阳树”。

初秋塞上，一片丰收的繁忙景象。货车司
机入会硕果累累，家政业也迎来了秋的收获
——榆林市家庭服务行业成立工会联合会得到
榆林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大力支持，最终获得
榆林市总工会批复并召开成立动员大会。

一样的路数，同样的方向。依托榆林市家
庭服务行业协会成立的家庭服务行业工会联合
会，使榆林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 37家成员单位
的 8900余名职工找到了“娘家人”。

一样的策略，相同的办法。在省市县三级
工会蹲点组共同推进下，绥德、米脂等区县依
托地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在行业的协会、商
会成立工会联合会，以其成员单位职工为主要
会员发展方向，成立了 13个县级行业工会联合
会，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

在榆林辖区，仅绥德县，就依托县汽车商
会、快递协会等成立了能源运输、快递、新业态
等 3个县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如今，各种工会组织还在依托行业陆续筹
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的“榆林模式”初
步形成。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可食用果冻口红、“食品
级”儿童防晒霜……当前，“食
品级”化妆品宣传充斥市场，
商家宣称这类化妆品原料都
是“无添加”“纯天然”的，不
仅安全有效，甚至还能直接
食用。对此，国家药监局对

外发布，“食品级”化妆品是对消费者的误导。
此前，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儿童化妆品监

督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标签不
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
有关图案。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
医师田燕特别提醒，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

田燕解释，一些生产企业在生产化妆品时
使用了某些可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一些
商家就借机称这样的化妆品为“食品级”化妆
品，以表示其销售的化妆品更安全，特别是暗
示家长，把这样的化妆品给儿童使用更安全，
儿童即使吃了都没风险。

“事实上，化妆品和食品是两种不同类别的
产品，依据不同的法规规定，适用不同的产品

标准、原料要求、生产条件等，根本不存在所
谓的‘食品级’化妆品。”田燕强调。

田燕表示，评价一个化妆品是否安全，需要
评估它原料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评估它的产
品配方、生产工艺、使用方式、贮存条件等。化
妆品的安全性与它是否“可食用”没关系。

国家药监局提示，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
妆品是以“涂擦、喷洒或者其
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
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
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因
此，化妆品不是为食用而设
计的产品。在日常使用中，
如偶尔少量从口唇部摄入化
妆品，像口红、唇膏等，也不
必过于担心，因为这种摄入
量较小，仍在安全容许的范
围内。但如果儿童把化妆品
误当作食品，主动大量摄入，
则可能导致健康风险，如出

现不适症状，还应及时就医。
此外，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

妆 品 标 签禁止标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化妆品的标签宣称“食品级”“可食
用”等，违反 了 化 妆 品 标 签 管理的法规规
定，应予禁止。 （付丽丽）

国家药监局：这是对消费者的误导
“食品级”化妆品？

自 2019 年来，中铁一局五公司连续开展了
两届“功勋榜·名人堂”人物选树活动，表彰为企
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员工。目前，已有 1
人跻身“名人堂”，5 人入围“功勋榜”。在职工中
广受赞誉，在企业内部产生了“名人效应”，持续
激发了广大职工的荣誉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建筑施工行业，注定是一个备尝艰
辛的行业，也注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行业。小
苗长成大树，需要扎根沃土。从精神层面而言，
他们深深扎根企业这方沃土，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提振精气神，将企业
精神人格化、具体化。凭借着超乎寻常的精神毅
力，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彰
显了“争当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是一切幸福
的源泉。正所谓“不堕者，众善之师也”。作为

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既要在劳动中创造幸福，
在劳动中锻造“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的劳动精神和“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山再高，只要
向上攀总能登顶；路再远，只要走下去定能到
达。公司首届“功勋榜”得主、全国劳模白芝
勇在日记中写道：“‘服务企业，快乐自己’是我
始终不变的人生信条。我劳动、我快乐，我的价
值就是我的工作！” （李兴中）

让“名人效应”成就榜样力量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 月 3 日，记者从省
发改委获悉，今年 8月下旬以来，我省蔬菜价格
连续 8 周上涨，尤其进入 10 月份以后蔬菜价格
涨速加快、涨幅明显。据 11 月 2 日价格监测最
新数据显示，蔬菜价格终止连续上涨态势，环

比价格略有降低。
蔬菜价格显著上涨主要因素是夏末和入秋

以来降雨时间较长，降温时间提前，导致蔬菜
受灾减产，蔬菜生长缓慢，延长了上市期，造成
市场供应不足。另外，今年以来，农资价格不断

上扬，创近年来新高，加大了蔬菜种植成本。
近期天气转好，影响蔬菜产能不足的主要

因素消除，价格高位运行势必刺激蔬菜产能恢
复，预计不久蔬菜产量将会明显增加，市场供
求有望达到基本平衡状态，价格企稳回落。

陕西蔬菜价格回落 连续上涨态势终止

察

生

活
观

西安市拟于 11 月下旬切换医保信息系
统，正式上线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不再支持西安市医疗
保险卡就医刷卡结算，参保职工可凭医保电子
凭证、社会保障卡、居民身份证三者任意一种
介质到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和结算。但是
不少参保人员近日在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时遇
到了问题。为此，笔者采访了西安市雁塔区医
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对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人脸识别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光线不好，可以移步

光线好的区域，并保证个人脸廓在识别框内；
二是网络不好，需要多次重试；三是可能因为
照片信息在公安部系统不全，可以在公安机关
更换身份证人脸信息上报国家公安部。

问题二：如果手机丢了怎么办？
医保电子凭证通过实名和实人认证，采

用国产加密算法，数据加密传输，动态二维码
展示，确保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用安全。
如遇手机丢失，请及时在新的设备上登录个
人微信并补办电话卡，原手机微信号将自动
退出且不能进行自费和医保消费。

问题三：如何更改绑定的手机号码？
成功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可以进入“腾讯健康”小程序，点击菜单栏“医

保电子凭证-设置”，打开设置界面，点击“修改手机号”，完成手机号码更换。
问题四：使用时出现多条参保信息怎么办？
多条参保信息是因为个人的最新参保数据还没有上传到国家医保局。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等新系统上线以后数据清洗完毕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
问题五：如何解绑医保电子凭证？
以微信解绑医保电子凭证为例：按照“我-支付-医疗健康-医保电子凭

证-解绑”提示进行操作。
问题六：无法展示二维码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以下两种原因导致：一是所属参保地尚未开通医保电子凭证，需

等待开通；二是参保所在城市已开通，由于参保信息尚未同步到国家医保局，
本月新参保人员请等待三个月后重新解绑，并进行激活方可使用。

问题七：身份验证失败怎么办？
参保人员信息尚未报到国家人基库，待地方上报后再重试；该人员的信

息在国家公安库不存在或信息不一致，无法通过国家公安库，可到地方公安
局咨询人员信息是否已送到国家公安库。

雁塔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说，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
一签发，基于参保人员基础信息生成的高度加密的电子医保卡。医保电子凭
证安全程度高，全国通用，支持所有医保相关业务，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
快捷。参保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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