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21年12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董 欣 鲁 静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3

12 月 25 日，由省建
设工会、中建安装华西
公司26名志愿者共同组
成的“建”证志愿者服务
队，冒雪赴省总工会驻
地——西安市莲湖区青
年路街道莲四社区，协
助防疫人员开展核酸检
测秩序维护、扫码测温、
信息录入等工作。图为
志愿者收到群众送来的

“爱心包子”。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 月 26
日，记者从西安市政府新闻办获
悉，目前，西安市在用隔离酒店
278家，房间 41671间；可随时启用
酒店 41家，房间 7832 间，酒店资
源能够做到动态匹配。截至 12月
26日中午 12时，西安市在酒店集中

隔离人员28983人。
此外，按照“提级管控、干部下

沉、扁平运行、属地处置”原则，西安
全面加强社区防控工作，在封控区
和管控区区域所在社区设立“一办
七组”，统筹街道干部、社区工作人
员和下沉干部、志愿者等各方力量，

共同做好一线防控工作和封控区、
管控区区域居民生活保障。市级机
关先后抽调3095名党员干部下沉一
线，各区县、开发区下沉干部 6.4 万
余人，动员 4.5 万余名志愿者参加
社区防控和居民生活服务，筑起了
一道基层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西安在酒店集中隔离人员28983人

截至 12月 26日 14时，门诊、急
诊、发热门诊正常接诊的医院有：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陕
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陕西省第四
人民医院、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西安市第三医院、西安市第五医
院、西安市中心医院、西安市中医
医院、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安
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西安市长
安区医院、长安医院。

以下医院就诊有要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曲江院区实

施全面预约就诊；
西安市红会医院暂不接收现场

挂号就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

开诊，需持 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

西安高新医院门诊、急诊正常
接诊，发热门诊暂停接诊；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门诊、急
诊、发热门诊正常接诊，患者及陪
人门诊、急诊就医需持 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西安市中心医院门诊、急诊正
常接诊、发热门诊暂停接诊。

以下医院就诊模式有变化：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门诊、

急诊正常接诊，发热门诊停诊；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门诊停

诊，急诊正常接诊，医院未设立发热
门诊；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门诊、急
诊正常接诊，医院未设立发热门诊；

陕西省人民医院急诊、发热门
诊、儿童门诊、新生儿科门诊、中医
科门诊停诊，其他门诊正常接诊；

西安市红会医院门诊、急诊、发
热门诊正常接诊，妇产科、儿科、皮
肤科、口腔科、精神心理科停诊；

西安市精卫中心急诊正常接
诊，门诊周一至周五所有科室正
常接诊，周六、周日除老年门诊、
儿少科门诊停诊外，其他科室正
常接诊。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医院中，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陕西省结核
病防治院可接受线上预约和现场
挂号两种形式，其他医院均需在线
提前预约就诊，不接受现场挂号。
所有门诊患者及陪人须持 48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刘雅婷）

西安这些医院可正常就诊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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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场），目前，西安市设置采
样点 4485个，采样台 11808台，投入
采样人员 3.1 万余人、服务保障人
员10.6万余人。

同时，组织了 1221个流动采样
队，为建筑工地、商铺、摊点等特殊
人群进行巡回摸排采样。12月25日
12时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以来，截至
12 月 26 日中午 12 时，累计采样
1158.26万人，已出结果1000.13万人。

深入细致流调溯源。坚持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从公安、公卫、大数
据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66支市级流
调队，另外省上派出 34支流调队下
沉支援，聚焦密接人员，快速精准开
展流调溯源。截至 12月 26日中午
12时，累计流调排查密接人员17527
人，都已第一时间落实了管控措施。

西安1221个流动采样队为特殊人群巡回采样

←12 月 25 日下午，秦晋家园小区 2000 多名居民
在小区内分楼、分单元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西安
市未央区徐家湾红旗路秦晋家园小区从严从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降低居民接触频率、防止交叉感
染，为居民织牢“防疫保护网”。 刘国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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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工会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
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在中国境内的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以下统称用
人单位）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
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
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工会适应企业组织形式、职工队伍结
构、劳动关系、就业形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依法维护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三、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工会必须
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
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四、将第六条修改为：“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
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等，推动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维护职工
劳动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

“工会建立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
会工作体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
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
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工会推动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高产业工人队伍
整体素质，发挥产业工人骨干作用，维护产
业工人合法权益，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
位，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六、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
为：“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实行企业化
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实行企业化管
理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进行平等协商，依
法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工会签订集体合同，上级工会应当给
予支持和帮助。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违反集体合
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
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予以改正并承
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
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者对仲裁裁
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
改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违反劳动
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
形，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交涉，要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应当予以研究处理，并向工会作出答
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拒不改正的，
工会可以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

“（一）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的；
“（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
“（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
“（四）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

益的；
“（五）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八、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

为：“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依法为所属工会
和职工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九、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
改为：“工会会同用人单位加强对职工的思
想政治引领，教育职工以国家主人翁态度对
待劳动，爱护国家和单位的财产；组织职工
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劳动

和技能竞赛活动，进行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和职工培训，参加职业教育
和文化体育活动，推进职业安全健康教育和劳动保护工作。”

十、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研究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召开会
议讨论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女职工保
护和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工会应
当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

十一、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

十五条中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修改为“用人单位”，将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第三款中的“企业”修改为“用人单位”。

（二）将第十二条中的“企业终止或者所在的事业单位、机关被撤
销”修改为“用人单位终止或者被撤销”。

（三）将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中的“企业、事业
单位”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四）将第十四条中的“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典”。
本决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

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本报讯（李杰 牛奔）12月25日，由中铁北京工程局一公司承建
的旬凤（旬邑-凤翔）高速公路凤翔境内正式通车，实现了旬凤高
速公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标志着陕西“县县通高速”规划最后一条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旬凤高速公路是国高网G3511菏宝线陕西境内的重要组成路
段，该路线起自咸阳市旬邑县赤道乡，接菏宝线铜川至旬邑段，止
于宝鸡市凤翔县柳林镇王家山，接银昆高速，全长 124.242 公里，
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 80公里。

这条高速路的建成，对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全域旅游、强化区
位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旬凤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

12月23日，西安实行封闭管控首日，航天四院
43 所千方百计筹措到 160 余套折叠床、被褥、睡
袋、洗漱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及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连夜分发完毕，以保障夜间值守一线职工的
基本生活需求。 行鹍鹏 摄

连日来，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西安市莲湖
区环城西路街道玉祥门社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强化
管控措施，实行严格管理，并组织志愿者投身疫情防
控第一线，配合做好扫码、登记、巡查等工作，热心为
社区群众服务。图为井然有序的核酸检测现场。

本报记者 田永刚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非常感谢刘师傅在
这种特殊情况下将我送到考场。”12月 25日早上 6时
40分，西安雷锋车队驾驶员、爱心车厢发起人刘卫准
时将考生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考点门口。

据了解，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2月
25日正式开考。其中，在西安市参加考试的学生约
13.5万人，分布在 34个考点。西汽集团 2000余辆出
租车组成保障队伍，免费为全市封控区的考生提供
一对一服务，准时将考生送达考场。

的哥为考研学生保驾护航

西安疫情发生以来共救助
各类困难群众3940人次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12月 25日，记者从西

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 36场）
获悉，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市救助各类困难群众
3940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 346.36万元。

当前，西安市出现降温降雪天气，市、区县民政救
助机构、镇街将加大重点区域巡查，给予街头流浪人员
及时救助。截至12月24日18时，全市各级救助管理机
构共救助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 187人次、发放棉
被108床、棉服122套、食品234余份、口罩514包。

特殊困难群体中，本市居民可以及时向所在社
区、镇街申请救助，外地滞留人员可以拨打 12345市
民热线或市、区县社会救助工作电话（号码可在市
民政局网站上查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e救
助”网上申请救助。

得知西安正在抗击疫情，浙江省慈善联合总
会会同中天控股集团紧急采购 100 万只医用外科
口罩，历时 18 小时，于 12 月 25 日 17 时送达西安，
转交给陕西省慈善协会，并在最短时间内分配给
抗疫一线工作者。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陕西“菜篮子”供给有保障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记者 12月 25日从省

政府新闻办获悉，全省特别是西安市蔬菜、肉蛋奶
等“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供给有保障。

西安日均自产蔬菜 3100 吨，省内其他蔬菜生
产大县可向西安市供应 2300吨，每天还可从海南、
广西、云南、四川、山东等省份调入约 8000吨，每天
超过 1.3万吨的上市量，完全能够满足西安市场的
消费需求。除了自产能力和稳定的外调数量之
外，其他方面的调入渠道总体是畅通的，全市 2.54
万吨政府储备菜也做好了投放准备。

西安市已划定封控区283个管控区229个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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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场），截至 12 月 26 日
12 时，西安市共划定封控区 283
个，管控区 229个。

据悉，封控区严格落实“足不出
户，服务上门”，根据居民人数按照
10：1的比例配备管理保障人员；管

控区严格落实“人不出区，严禁聚
集”，每两天一户一人凭小区配发的
出入证，可外出到社区指定地点购
买生活物资，时间不超过2小时。

为切实加强封控区、管控区群
众的管理服务保障，一方面，加强
力量调配，抽调了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 3065人下沉一线，充实社区“一
办七组”。动员招募了志愿者 4.5

万人，充实社区防控力量，结合封
控区区域大小实际，适当调整了
防控人员的配备比例。另一方面，
持续加大一线督导力度，各一线包
抓组对照“十问”“四看”标准，通过
对各点位社区、小区、楼栋三级责
任人现场询问、电话暗访等提问
式检查，切实做到社区封控管控
基本数据信息“一口清”。

本报讯（杨静）12月 26日下午，笔者从西安市第
3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自 12 月 23 日西安升级防控措施以来，连续 3 天
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分别为 49 例、75 例、155 例，大
部分是在升级防控措施前感染的。

通过 12 月 21 日以来的三轮大规模核酸筛
查，使得大多数隐匿病例和社区感染者快速发
现，有利于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阻断，把传播
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也正是西安市封控与大筛
查双重作用的效果。后续几天的核酸筛查还有
可能出现报告病例数较多的情况，请市民朋友不
必恐慌。

后续核酸筛查还有可能出现较多病例
官方：不必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