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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春节临近，两节期间能否返乡？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进行了回应。

是否“就地过年”不能“一刀切”

近日，多地发出“就地过年”倡议。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冬春季疫情防控
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
准上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
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
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
仍要严格执行现行防控政策。对于高危人群，比如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倡导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出行和不必要的聚集。现在处于疫情中高风险的

区域，口岸、边境等特殊区域，开展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地区等要继续保持相对严格的管控措施。

对于其他地区，梁万年表示，要做好风险评
估，综合考虑风险等级、个人免疫状态、疫情形
势提出有力度又有温度的相关政策，要体现精
准防控的要求。

铁路民航多措并举保出行

国铁集团劳动和卫生部副主任伍世平表示，
据预测，明年铁路春运客流量较 2021年春运有较
大增长，春运疫情防控工作面临较大考验。

提供有利于疫情防控的运力条件，严格落实
乘车全流程站车防控措施，规范旅客列车运行途
中涉疫旅客应急处置……伍世平表示，铁路部门
将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组织工作，科学精准、从严
从紧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严防疫情通过铁路

传播，努力为广大旅客提供安全健康的出行环境。
对于飞机出行，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司长韩光祖表示，民航局将进一步优化运力安
排，科学预测旅客流向，有针对性地安排加班、
包机、临时航班，最大限度满足假日旅客出行
高峰期的航班运力需求。航空公司要落实旅客
登机前手部清洁消毒，督促旅客在机上做好个人
防护等防控措施，机场有针对性地做好旅客宣传
引导，提醒旅客佩戴口罩，避免人员聚集，同时加
强候机楼内通风，做好公共区域清洁消毒。

“今年‘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必须高度重视，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一级巡视员贺青华提示，个人外出和返乡时
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
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做到
应接尽接。 （徐鹏航 宋晨）

是否就地过年？

本报讯 12月 19日，西安交警发布“关于暂
停执行西安市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交通管理
措施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经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市

交通运输局会商，决定自 12 月 20 日起，暂停执
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限行措施恢复
时间另行通告。

西安：今日起暂停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①②12月18日，市民在西安市桃园北路一核酸检测点有序
进行核酸检测。

当日，西安市大兴新区社区服务中心、西安大兴医院医护工
作者对辖区内居民进行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因周边小区居住人
口众多，检测工作量巨大，周边诊所医务工作者义务参与到核酸
检测工作中来。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③③

①①

③ 12 月 19
日，市民在西安
市碑林区华润万
家（雁塔路店）门
外 排 队 扫 码 进
店。当日是西安
本土出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第10
天，西安市开展大
规模核酸检测，
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措施，市民生
活未受影响。

袁景智 摄

②②

出血热是北方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今年入
冬以来，西安市各大医院已相继接诊多例出血
热患者。由于流行性出血热早期症状和普通
流感较相似，所以不少患者会误以为是普通的
感冒。西安市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出血热
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市民出现发烧发热等身
体不适，应及时就医。

什么是出血热？专家介绍，肾综合征出血
热又称流行性出血热，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
以鼠类（黑线姬鼠和褐家鼠）为主要传染源的
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
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宋蕊表示，“出血热不
是 SARS、甲流那样的呼吸道传染病，不会在人
与人间传染，主要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分泌物或
排泄物污染后接触传播，因此不会出现大范围
跨跃式感染。”

出血热临床上以发热、出血和肾损害为主
要特征的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严重的可导致死
亡。典型临床经过分为五期：发热期、低血压

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及恢复期。早期出血
热的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由于出血热发病
急、进展快，如果不能及时诊断并处理，严重者
可威胁生命，因此在出现发热等症状后，市民
应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有效预防和治疗，防鼠
灭鼠是主导措施。专家建议，尽量避免在水
边、草地等老鼠易出没的地方活动，避免接触
鼠类及其排泄物污染物；在村周、果园、菜园、
养殖场等重点场所可长期实施灭鼠、防鼠措
施；在野外尽量穿长裤长衫、不露脚趾的户外
鞋，以防被鼠类咬伤；在杂草丛生或者有秸秆
堆放的地方活动，有可能存在鼠尿鼠粪，建议
戴上口罩，以防气溶胶污染。

专家强调，接种疫苗是个人预防出血热的
最有效办法，高发病区的 16-60岁人群，尤其是
接近 60 岁的农民和刚满 16 岁的学生应积极到
本地区疫苗接种点进行全程、规范接种疫苗，保
护个人身体健康。 （据西安新闻网）

新闻 链接

本报讯（苏静萌）近日，“吃草莓会得出
血热”的消息传遍了朋友圈。12月 18日，笔
者采访相关专家及西安市长安区农业农村
局得知，吃草莓和出血热二者并无关系。
同时，长安区农业部门已经开展了草莓专
项风险监测，未发现农残超标现象。

西安交大一附院传染科副主任叶峰认
为，出血热跟吃草莓没有关系，出血热的传
染源为老鼠。“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可能是老
鼠的排泄物，比如大小便等，当这些污染物
污染到了一些物品，且物品没有经过清洗
便被人接触，就有可能被感染。”叶峰说。

专家：出血热和吃草莓无关

初期症状和流感相似 不会在人与人间传染
西安出现多例出血热患者

环卫工在工作时间
因履行工作职责被打，
医疗费无人支付，派出
所立案后案件迟迟未有
进展，超过退休年龄又
无法认定工伤，这让环
卫工姜女士的维权路陷
入“两难”。

近日，边女士在陕
工网职工呼声栏目留言
反映，其母亲姜女士是一
名环卫工，在工作期间被
三名店员殴打，医疗费无
人报销，对于本就生活
困难的农村家庭来说，
可谓是雪上加霜。由于
对相关法律政策不了
解，不知道如何维权，请
求本报协调解决。

据了解，姜女士是
渭南市临渭区环卫局雇
佣的一名 61岁的环卫工
人。“11月 24日，母亲在
所负责的路段工作时，
由于商户店员随意倾倒
门店垃圾，她便上前劝
阻，却被三名店员殴打，
经医院诊断为头部损伤、腰部受损、软
组织损伤、精神严重受损。”边女士向
记者告知了事件的具体经过。由于被
打现场是监控盲区，该案件由派出所立
案后，近半个月未有进展。

“我母亲目前在家养病，工作还一直
没停，环卫局一直没有派人去顶替她的
工作，让母亲自己出钱联系一个顶班的
人。父亲也是环卫工人，现在只好让父
亲一个人负责两个路段的清扫工作。
但母亲是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现在
属于在家养病阶段，环卫局的做法实在
让人心寒。”边女士气愤而无奈地说。

记者联系到渭南市临渭区环卫
局，工作人员表示：“姜女士养病期间
的工作安排我们会妥善处理，由于姜

女士已超过退休年龄，
无法购买工伤保险，目
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
督促派出所结案。”记者
追问工作人员，超过退
休年龄的环卫工，在工作
期间受到伤害，环卫局有
无相关保障措施时，工作
人员才回应：“我们为每
一名环卫工都购买了雇
主责任险，但现在派出所
这边一直未结案，所以还
不能申请该保险赔偿。”

记者针对此问题采
访了相关律师，律师表
示，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
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
认定为工伤。但按照目
前《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缴存工伤保险的前
提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法》等法律规定，用
人单位聘用达到退休年

龄的劳动者或者返聘退休职工，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只存在劳务关系。
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社保部门也不认可，因此用人单位
确实无法为其缴存工伤保险。

律师还表示，临渭区环卫局以派
出所未结案为由，拒绝为姜女士申请
雇主责任险的做法，显然不合法。民事
赔偿是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侵权人对
劳动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主体是
第三侵权人，而雇主责任险是保险公司
在规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
保险，受害人可同时主张保险赔偿和民
事赔偿。此外，由于是在工作期间受到
伤害，受害人还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相应的赔偿。 实习记者 谢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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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反映研究生全国统一考
试考点附近的酒店一房难求，济南、上
海等地有酒店房价甚至翻了 8 倍到 10
倍以上，原本100多元的普通单间一夜
之间涨至 1000 多元，贵得离谱。为了
考试，考研学生不得不选择预订“高价
房”。就此，有酒店回应称，价格是根
据客流量来调整的，今年的考研刚好
撞上了圣诞节，房间数量有限。

此事曝光，众多网友纷纷站出来诉
苦，“不光考研房，考公房也是如此”

“上次去地级市考试，一个没热水没马
桶的临街房间一晚 400”。面对酒店无
底线的涨价，考生心怀不满却也无可
奈何。要不在公布考点后第一时间拼
手速订房，避免“一分钟一分价”；要不
只能在考试日起大早远程打车去考
试，更有甚者，只能选择 KTV、网吧包
厢等地方学习、休息。

市场经济下，酒店就可以随意涨价？
其实不然。价格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
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商家单方面进行 8 倍、10 倍的涨
价，突破社会预期底线，引发社会矛
盾，显然和人们认知中的公平、合法、

诚实信用扯不上关系，有违市场伦理。
此外，公司法第五条亦规定，公司从事
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
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
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
任。考前奋战之夜，酒店吃准了学生一
心考研、无心维权的心理，在关键时刻
大肆哄抬房价，让考生难上加难，人为
制造社会矛盾，社会责任何在？

面对市场的失灵，政府“有形之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12 月 15 日，针对考
研酒店随意涨价，山东省发改委通知
要求当地对价格上浮超过正常平均价
格 100%的，按哄抬价格行为予以查
处。据了解，该通知下发后，当地预订
考研房价格趋向正常水平。可以说，
山东省发改委的做法为治理类似问题

“打了个样”，值得肯定。有关酒店也该
反思，根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时，是否
也应加上社会责任的考量？ （柳杨）

“考研房”涨价10倍考量酒店社会责任

新闻新闻新闻
陕西出台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办法

本报讯（记者 刘强）12月 17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近日印
发《陕西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将
完善缺陷消费品召回监管工作制度
体系，为全面系统推进我省缺陷消
费品召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
供制度保障。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省、市、县
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关于缺陷消费品召
回工作的职责任务和分工安排，将缺
陷消费品召回监管职能进一步下沉，
使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职责更加
具体清晰。同时，对召回技术支撑机
构的工作职责予以明确，为缺陷消费
品召回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张晓辉书文作品展在咸阳举办
本报讯（张翟西滨）12月 15 日，由

咸阳市金融工会联合会主办的“赋说
银行 书写日常”——张晓辉书文作
品展在市民文化中心群艺非遗馆揭
幕。本次展出从 12 月 15 日起至 2022
年 2月 15日止，为期两个月。

本次共展出张晓辉创作的金融业
赋文 28 篇、书法作品 58 幅，内容涉及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全国 3 家政策性银行、
6 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
商业银行、5 家陕西省地方银行，既
是彰显各家银行发展史的一个缩
影，亦是国内首次以赋文形式对金
融业进行全方位、多层面讴歌赞颂
的精品力作。

国家税务总局宝
鸡市税务局第二稽查
局聚焦持续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要求，将“说
理”融入执法全过程，变

“刚性稽查”为“柔性服
务”，让执法更有温度。
图为12月17日，该局工
作人员正在一企业车间
了解生产经营情况。
曹新周 李世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