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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陕西省五一劳动奖和陕西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予
以公示。凡对公示人选（集体）持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12月 22
日至 28日）向陕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反映（倡导实名反映问题）。

电 话：029-87329843（传真）
电子邮箱：szghjjb2021@126.com
收件单位：陕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地 址：西安市莲湖区莲湖路389号（邮编：710003）

陕西省总工会
2021年12月22日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8个）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61个）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华西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

谢喜凤（女）中建四局西北公司西安分公司BIM技术工程师
冯 靖 中铁一局集团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项目经理
周艳丽（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贠超宪 陕西路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孙安华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
莫 勇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珺华（女）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环境工程院/

城建与交通工程院副总规划师
褚立波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轴生态公园一期项目

EPC项目部总工程师
马健全 西安市急救中心副主任，十四运会西安市执委会竞赛组

医疗卫生部综合处处长
许 曼（女）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

十四运会游泳、跳水、花游项目竞委会综合协调处处长
王学刚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二部部长，

十四运会马术、小轮车项目竞委会场地与临时设施主管
汪嘉鑫 西安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干部（管理9级），十四运会西安市执委会

竞赛组残运工作部干部
温健康 宝鸡市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环卫科科长，十四运会宝鸡市执委会

场馆建设部干部
薛国良 宝鸡市残联二级主任科员，十四运会宝鸡市执委会特奥工作部干部
郭美娟（女）咸阳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十四运会咸阳市执委会

群众体育部驻会副部长
仇宪红 铜川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十四运会铜川市执委会

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沈海宁 渭南市体育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正科级），十四运会渭南市执委会

保障工作部协调处处长
赵振星 延安市全民健身指导站副站长，十四运会延安市执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刘志强 榆林市体育局竞训科科长，十四运会榆林市执委会竞赛组织

与反兴奋剂工作处联络员

吴永善 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十四运会汉中市执委会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叶 俊 安康市第一小学教师，十四运会安康市执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全 斐 商洛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十四运会商洛市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徐 伟 韩城市文化馆馆员，十四运会柔道项目竞委会行政接待处组长
周 伟 西北工业大学后勤产业集团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十四运会排球项目（西北工业大学赛区）竞委会、残特奥会
坐式排球项目竞赛委员会场地环境处业务主管

徐仕岿 西安中学教学处副主任、高级教师，十四运会排球项目U20组
（西安中学赛区）竞委会、残特奥会聋人篮球项目竞赛委员会综合协调处处长

常建栋 陕西省体育局科教处三级主任科员，十四运会体操竞委会、
第十一届残运会轮椅击剑竞委会和乒乓球竞委会综合事务主管

陈梓梁 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科长，十四运会射击射箭项目
竞委会竞赛组织与体育展示颁奖处工作人员、残特奥会射击射箭项目
竞委会竞赛组织与体育展示颁奖处副处长

余 剑 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七级职员
张 朋 陕西省预算资金评审中心评审一处副处长
樊文强 陕西省公安厅治安局二处副处长
王记虎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安监部副主任
邓李娜（女）陕西省体育馆七级职员
庹明珠（女）旬阳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广电股四级主任科员
徐 纯 陕西省法官法警教育培训中心教师
吴燕妮（女）陕西省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西风烈赛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白钰鸣 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跳水运动员
杨柳静（女）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竞走运动员
姚 捷 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撑杆跳高运动员
杨顺洪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套路运动员
彭 飞 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摔跤运动员
刘睿琦（女）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赛艇运动员

骆知鹭（女）陕西省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攀岩运动员
张 坤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散打运动员兼教练员
王沛宣（女）陕西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雪橇运动员
王 杨（女）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休闲学院教师
张 森 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跳水队教练员
吴雅楠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套路太极拳组主教练
刘海波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套路队长长拳组主教练
陈 铮 陕西省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攀岩队总教练
刘华娜（女）陕西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成年组教练员
吴春艳（女）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射箭队运动员
周飞飞 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田径队运动员
高 娜（女）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田径队运动员
代云强 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田径队运动员
迪应斌 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网球队运动员
肖志中 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网球队运动员
李格格（女）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游泳队运动员
王洁馨（女）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游泳队运动员
刘强利 陕西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自行车队运动员
乔国宝 榆林体校和陕西省残疾人运动管理中心中长跑教练员
师小青（女）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高级教师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秦汉新城天城文化旅游运动员中心EPC总承包工程项目部
渭南市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北足球草坪培育基地工程项目组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大学新校区体育中心项目班组
汉中体育馆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十四运建设维护班组
陕钢集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管理处工程事业部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西安供电公司330千伏北郊运维班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项目部
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承包事业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曲江南三环立体交通及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绿地丝路全球文化中心项目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城建院土建一所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公司
陕西省体育局场馆规划建设管理处
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
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陕西省工人先锋号（20个）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陕西省五一劳动奖
陕西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公示

本报讯 12月 21日，在当
前全员核酸检测的特殊时期，
为便于群众更快捷进行核酸
检测结果查询、查验，“ i 西安
一码通”小程序首页增加“核
酸结果查询”服务入口。登录
小程序后，点击中部“核酸结
果查询”入口，即可快速查看
核酸检测结果。

此外，“一码通”服务入口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点击核心服务
区“西安一码通”服务图标，即可
进入“一码通”服务主页。

12月20日
至21日，西安
市英骐爱心志
愿者服务团队
走进社区，帮
助一线医务工
作者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他
们不仅帮忙维
持居民排队秩
序、发放口罩、
接听群众需求
电话，还为加
班的医务人员
送去方便面和
火腿肠。

张鹰 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 21日 16时，陕西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八场新闻发
布会举行。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近
期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36例本土病例标本全部为德尔塔变异株
自12月9日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

例 96 例（西安市 91 例、延安市 3 例、咸阳市 2
例）。截至 12月 21日 12时，全省累计排查管控
密接 7620人、次密接 17452人。目前，西安市划
定高风险区 1个、中风险区 13个。

据介绍，此轮疫情，西安市出现隐匿性传播，
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现已出现外溢病例，
波及咸阳、延安和东莞、北京。经专家研判，疫情
已经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截至目前，省疾控中心共对 36例本土病例
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全部为德尔塔变异
株，均与 12月 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PK854旅客
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西安已启动实施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在前期重点区域检测基础上，12月 18日起

在西安市组织实施全员核酸检测，从省内抽调
4100余名医务人员组建核酸采样队，调派第三方
实验室方舱、气膜以及移动检测车等，累计设置
采样点 3268个、采样台 7684个。国家卫健委帮
助协调5家企业调动检测力量约65万管/日。

目前，西安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
完成，累计核酸检测1566.17万人次，截至12月20
日 8时，已出结果 1452.97万，待出结果 113.2万。
现已启动实施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全面
加快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
者流调处置进度，深入开展摸排，以最快速度追
踪管控密接、次密接和潜在密接者。

已累计封闭管控风险点位453个
社区封控方面，对已有散发病例的地区，及

时科学合理划分封控、管控、防范区域范围。对
封控区，按照“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安排 24小时巡逻值守；对管控区，实行“只进不
出、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对防范区，实行“强化
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社会面管控方面，坚持“非必要不聚集”，严
控非必要人员聚集活动，西安市中小学已暂停
线下教学，开展网课教学模式，同时加强医疗机
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酒店宾馆、餐饮服务、
文化娱乐等重点场所防控消杀，坚决防止人员
聚集导致疫情扩散。

目前，全省已累计封闭管控风险点位453个，
关闭各类相关场所1300余处，消杀415万平方米。
全省高速公路设置检疫点的收费站有360个
据介绍，截至 12月 21日上午 10时，全省高速

公路设置检疫点的收费站有 360个（全省高速收
费站共392个），对所有或省内外中高风险区域车

辆人员扫码登记、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部
分收费站对中高风险地区车辆人员或不能提供
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的劝返。西安市周边共有
收费站 32 个，出口均设有检疫点，主要措施为
对外省返陕入陕车辆查验 48小时核酸报告，部
分收费站出口对无核酸检测报告或外省中高风
险地区车辆人员劝返；同时，其中 19 个收费站
入口设置检疫点，查验所有车辆人员的 48小时
核酸检测报告，防止疫情外溢。

省交通厅严格冷链运输查控。配合各级公
安、卫健部门，在全省 22 个收费站设点查验冷
链运输车辆。组织各地储备了 450余辆应急客
车和 630 余辆应急货车，建立了企业、车辆、驾
驶员信息清单，确保所有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随
时待命，切实保障各类应急物资、重点生产生活
物资及时运输。

肉菜储备足额到位
近期，全省粮、油、肉、菜、蛋、奶等 11类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省市肉菜储备足额到位，完
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市场应急调控需要。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动
态。密切关注口罩、消杀用品等防疫物资以及
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
销售和价格变化情况。积极与有关部门会商
生猪、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走势，全力以
赴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西安本轮疫情已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出现隐匿性传播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21日，省疾控中心
主任刘峰介绍说，近期，根据大数据轨迹分析，对
一些风险人群发送了疫情防控手机短信提示，
表示可能与新冠肺炎感染者存在直接或者间接
接触，有一定感染风险。

刘峰说，市民收到疾控中心提示短信不要过
于紧张，应第一时间向所在的社区、村及单位、宾
馆等报告，积极配合开展核酸检测，暂时避免不
必要的外出。期间，要做好健康监测，自我隔离、
防护，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若经过核实，确实
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或中高风险地区没有交集并
且核酸检测为阴性，即可恢复日常生活。

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

市民收到手机短信提示后
应第一时间向单位等报告

西安“一码通”：核酸检测结果首页可查

本报讯（赵瑞利）12月 21日，西安
市碑林区部分路段被划定为“管控
区”，商户关门、道路封闭，居民不能
离开管控区域。为何要管控，何为管
控区，要实行怎样的管控措施，是否会
扩大管控范围，市民都非常关注。

事实上，这是疫情防控的分级管
理措施。一旦发生本土疫情，要尽早
将社区（包括行政村）精准划分为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三类防控区域，统
筹各方面力量，实施分类管理。

那么，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划
分标准和防控措施有何不同？
封控区：
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划分标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的居住地所在小区及活动频繁的周
边区域可划分为封控区。病例发病
前 2 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前 2
天起至隔离管理前，如其对工作地、
活动地等区域人员造成传播的可能
性较高，且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

追踪判定难度较大，也可将相关区域
划为封控区。

封控区可精准化分至小区（自然
村组）、楼栋、单元等，实行“区域封
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管控区：
人不出区、严禁聚集

划分标准：病例发病前 2 天或无
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前 2天起至隔离
管理前，如其对工作地、活动地等区域
人员具有一定传播风险，且其密切接
触者、密接的密接追踪判定难度较大，
将相关区域划为管控区。

管控区可精准划分至小区（自然
村组）、楼栋、单元等，实行“人不出
区、严禁聚集”。管控区内发现核酸检
测阳性者立即转为封控区。
防范区：
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县（区）内封控区、管控区以外的
区域均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
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有何区别
西安部分区域被划定为“管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