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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闻编辑：董 欣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

2021年12月13日 星期一

版2

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陕西昨日新增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
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为西安市一门诊部工作人员

本报讯 12月12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12月11日
0时至12月12日8时，陕西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郭某，女，26岁，为西安市雁塔南路
紫薇永和坊子牛门诊部工作人员。12月 11日，在重点行业
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郭某单采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随即郭某被点对点转运至隔离酒店单人单间隔离，当

晚西安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12 月 12 日 1 时，经
市级专家组会诊，郭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目前，郭某已被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该
病例溯源及密切接触者追踪管控正在有序进行中。

截至 12 月 12日 8时，陕西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265
例，在院 3例、出院 259例、死亡 3例。

最新进展

西安8份阳性核酸检测环境样本均在郭某工作场所
本报讯（韩涛 马莹）12月 12日下午，西安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25场），市
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智介绍说，12月11日，接到阳性报告后，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省、市、区三级共同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按照“边流调、边摸排、边管控”的原则，各区县、
开发区连夜开展流调排查、隔离管控、核酸检测、消杀等工作。

截至 12日 15时，全市已追踪管控密切接触者 486人，其
中 125人核酸检测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与病例郭某同工

作单位 27人、同住宿 6人，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排查管控风
险人群 1451人，核酸检测全部阴性。相关区县、开发区已对
病例郭某居住和工作场所实施封闭管理，对流调发现的 10
个风险点位已封控并进行消杀，累计消杀面积约 24404平方
米。截至 12日 13时，累计核酸检测环境样本 580份，其中有
8份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均在郭某工作场所，其余结果均为
阴性。目前，已安排20家医院共计1000人的核酸应急采样队
待命，第三方核酸实验室做好大规模区域核酸检测准备。

做好防护

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
据新华社电 1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当前，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不断变异，境外疫情输入

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外防”防住了，才不会有内部反弹。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疫情传播风险较大。我们要在科学精
准防疫上下更大功夫，发现一起疫情，就彻底扑灭一起，确保
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不可松懈

西安部署当前和“双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肖琳）12月 10日，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

视频调度会议，听取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
署当前和“双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不可松懈，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
早”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环境同
防”各项要求，切实抓好重点场所重点人员防控，严格管理隔离

场所，做好院感防控工作，严防病毒传播。要加强人员密集公
共场所管理，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持续推进疫苗接种。

会议强调，“双节”将至，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要全面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及时快速、
高效运行，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要加强联防联控和应急
值守，确保“双节”安全祥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我国约有 4000 万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这些老年人
家庭的真实写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近日发
布，为破解失能（含失智，下同）老年人照
护难题开出“药方”。

意见提出，完善从专业机构到社区、家
庭的长期照护服务模式。按照实施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有关要求，开展
失能老年人健康评估与健康服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静说，突破失
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瓶颈，应从专业角度考
虑老年人健康特点和需求规律，重点增加
健康照护服务供给。

意见还提出，发展“互联网+照护服
务”，积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和护理型养老
床位，方便失能老年人照护。吴静认为，推
进“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并及时总
结推广经验，有利于带动基层服务资源投
入和照护服务能力提升。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表
示，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方面，要重点
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以及老年餐桌、
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互助服务等服务；
养老机构则要增强对失能老年人照护的
能力，到 2025 年全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
床位比例要达到 55%。

对失能老年人的照护，离不开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保障。为此，意见作出
稳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等部署
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
王海东说，国家将继续推进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争取早日建立符合我国国
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除了专设“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

服务和保障”一条以外，意见还提出建立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此举也为失能老年
人的照护提供了重要保障。

“要从根本上破解失能老年人的照护
难题，必须关口前移加强失能的综合防
控。”吴静说，失能发生发展的因素非常复
杂，开展预防性综合干预对于降低失能风
险和延缓失能发生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国家正在积极探索实践。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在全国十余个
省份开展了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
点工作。各试点省份建立了由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疾控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动
的工作机制。试点项目对失能（失智）高风
险的老年人进行心脑血管疾病及危险因素
管理、膳食管理、体重管理、放松训练、抗阻
训练、八段锦运动锻炼等综合干预。

“从试点效果看，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居民的积极欢迎。”吴静说，下
一步还会不断进行更多试点，并在循证基
础上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田晓航）

为破解失能老年人照护难题开出“药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意见》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罗沙 齐琪）记者12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民三庭负责人近日
就“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作出回应，同
时明确了有关组织通过诉讼收取“会员费”等问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有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地
名往往具有独特商业价值。根据商标法的规定，
即便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人亦无权禁止他
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他人正当使
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
起相关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许可或禁
止他人使用商标？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地理标志
标示的地区范围内并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的，
即便不申请加入集体、协会或其他组织，亦可依
法正当使用地理标志；不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
或超出地理标志标示的地区范围者，则不能通过
商标许可、加盟、入会等方式获得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使用资格。相关组织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

讼收取所谓“会员费”以及类似费用的，不符合商
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这位负责人说，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
源，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应当是当地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应做到合法、
合规、自律，维权时应依法合理行使诉讼权利。
个别协会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获取加
盟费等，在商标法上没有依据，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收取加盟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这位负责人表示，诚信诉讼是诚信社会建设
的重要方面。人民法院以鲜明的态度和有力举
措，坚决遏制恶意诉讼。对于恶意提起诉讼的原
告，被告依法请求该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
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予
以支持。对于提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
还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恶意
诉讼的当事人“偷鸡不成蚀把米”。

最高法回应“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

（上接第一版）
养老保障：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格

外重要。会议要求，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

老年人提供收入、服务等方面的保障，要求我国
加快探索和推进一系列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宏伟说。

今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5％，
补充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年金基金规模超
过4万亿元。

胡宏伟认为，提升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有利
于养老保险制度健康运行、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
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生育政策：
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作出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决定。

目前，我国多地已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上海将生育假由 30天延长到 60天；青海给予
男方看护假15天……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发放
补贴等举措成为亮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
健表示，优化生育政策的核心在于释放家庭生育意
愿，这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协作，提升社会化服务的
支撑能力，缓解家庭生育、抚育压力，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应对好人口老龄化压力。

共同富裕：
“蛋糕”既要做大做好，又要切好分好
会议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

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
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发挥分
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
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
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目前，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冯文猛表示，会议强调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有
助于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

冯文猛表示，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
要方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
时，自觉自愿是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则，有
助于让更多社会力量怀着使命感参与其中。

能源供应：
做好保供稳价，倡导绿色低碳
会议认为，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

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
关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会议认为，要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战
略。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
利用。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
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此前一些地
方出现拉闸限电。各级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能源
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能源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韩文
科表示，确保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事关经
济平稳运行，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国企是我国
煤炭、电力生产的“主力军”，要带头保供稳价。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12 月 12 日 ，
“纪念西安事变 85
周年”系列活动与

《人民总理周恩来》
展览开幕暨大学生
志愿服务实践基地
揭牌仪式在西安同
时举行，来自陕西
科技大学、西安市
第二十六中学等院
校的师生们在西安
事变纪念馆参观学
习、重温历史。

杜成轩 摄

“十四五”西安拟建30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2月 9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西安市被确定为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 40个试点城市之一，在“十四五”期
间拟建设筹集30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

省住建厅副厅长李卫军介绍，截至“十三五”
末，全省累计分配入住各类保障性住房 145.35万
套，其中保障新市民住房困难家庭31.22万户、中等
以下收入家庭 70.49万户、低收入家庭 28.83万户、

低保家庭14.8万户，有效解决和改善了中低收入群
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今年7月份，“陕西省公租房综合服务平台”成
功上线，目前，全省各市主城区全部开通了公租房
线上申请业务，其中西安、宝鸡、榆林、汉中、杨凌示
范区、韩城等 6市(区)已实现全市域覆盖。截至 11
月底，全省线上访问量 5.6万次，累计注册量 3.6万
人，受理公租房申请4700余件。

新闻新闻新闻

“十三五”陕西文物科技保护知识产权增长超70%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2月 8日，记者从

全省文物科技保护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三五”期
间，陕西获得文物科技保护知识产权或专利达到
100余项，较“十二五”增长超过70%。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全省科研工作者开展
文物科技保护课题（项目）150余项，科研成果获奖

60余项，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创新奖 2 项，获得
省级政府科学技术奖 6 项。完成制定文物标准
10项（国家标准 2项、行业标准 8项）。由西北大
学编制的国际上唯一的《干旱环境土遗址保护加
固工程设计规范》，成果广泛应用于甘肃、新疆等
多个省（区）11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组织145名一线职工疗养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2月6日至10日，国网陕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公司职工疗养活动在陕
西省工人疗养院华山分院举行，145名一线职工参加。

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党建部副主任何卓表
示，这次职工疗养活动既是结合职工意愿、满足
职工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落实职工权益的具体
举措。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今年选择在省内进行

职工疗养，活动结束后经过问卷调查，大家对华
山分院的服务满意度达 97.3%。后续还有 30 余
名职工进行疗养，希望与省工人疗养院继续开展
合作，共同促进职工身心健康。

省工人疗养院华山分院负责人颜红介绍，职
工疗养既能体验特色服务，又能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12 月 9 日 15 时 40 分，西安市莲
湖区希望小学二年级三班的 50 余
名同学观看了天宫课堂直播，3 名
航天员介绍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工
作和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
下细胞学等实验。观看结束后，许
多学生表示，未来要成为一名航天
员，去太空中探索宇宙的奥妙。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