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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超、街头小店、大学校园、特
色街区……如今，随着西安市数字人民
币试点进程不断推进，西安市数字人民
币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多点开花，吸引不
少市民“尝鲜”。

“之前就听说过数字人民币，最近逛
街发现能用数字人民币的商家真不少，
我就下载了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使
用起来还真是方便。”“最让人惊喜的是，
与其他第三方支付平台相比，数字人民
币的使用支付没有网络也可以进行，消
费时扣的是数字钱包里的钱，不与银行
账号关联，使用起来更安全更放心。”5月
6日，正在华润万家高新店购物的西安市
民胡先生和刘女士讲述自己使用数字人
民币的感受。

据悉，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
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
其交易支付可实现实时到账、零手续费、
双离线支付、加载一定智能合约，从而降
本增效、服务实体经济，为社会公众、中
小微企业带来实惠与便利。

“市民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数字人
民币（试点版）APP后，用手机号就可以
直接开通匿名的数字钱包，也可根据需
要升级为实名钱包。”工商银行陕西省分
行业务运营经理孙一鑫说，“开通后可选
择的运营机构很多，目前，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西安银行等都可使
用数字人民币，用户可以在APP内使用
碰一碰或扫一扫等功能进行转钱和收
付。同时，用户还可自主添加‘子钱包’，
推送到不同线上商户。目前，部分银行
已关联了京东、美团、饿了么、天猫超市、
滴滴等近60个商户平台。”

5月 7日，在西安东新街数字人民币
示范街区，郑家包子店主郑一峰收到了
食客用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支付的
餐饮费。“数字人民币最大的好处就是提
现转账没有手续费，对于我们这些做小
生意的商家来说，能节省不少费用。”郑
一峰说。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与使用，对
于商户和消费者来说多了一种国家认证
的支付方式，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也让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慢慢融入百姓的日常
生活。

2020年 11月，西安市成为第二批取
得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资格的 6家试点
地区之一。在省、市相关部门以及人民
银行西安分行的支持、引导下，各试点运
营机构持续优化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
西安市目前已初步建立既有应用场景又
有消费群体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截
至今年4月底，西安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
超 10万个，开立个人钱包 2200多万个，
对公钱包近 159万个，全市交易金额达
61.18亿元。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基本覆盖
了生活服务、零售消费、交通出行、教育
医疗、智慧民生、政务服务、互联网平台
等各领域。

今年以来，西安市数字人民币试点
力度进一步加大，通过探索创新应用模
式，基本验证了数字人民币在各领域具
有良好适用性，为下一阶段深化数字人
民币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深耕
小额高频场景，满足社会公众对便捷高
效零售支付服务的需求。

“小额高频场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西安市不断加强小额高频应
用场景建设，提高了线下收款效率，数字
人民币在超市、便利店、书店、医院、停车
场和充电桩、无人售货机应用等场所得
到广泛使用。”西安银行朝阳门支行行长
马丽说。

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对推动陕
西省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下一
步，西安市将加强数字人民币知识宣传
普及，并通过在旅游景点、大型商圈等开
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让社会
公众广泛认识、使用数字人民币，全力提
升数字人民币在西安市的接受度和影响
力；集中力量攻克数字人民币在政府端
和税费收取、普惠金融服务等重难点领
域的运用；扎实开展数字人民币在特色
示范商圈、街区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一
区一品，一行一特色”试点工作，加快数
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建设，持续改善数字
人民币受理环境，使数字人民币广泛且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高质
量发展赋能助力。 （田若楠）

5月19日至20日，陕西省农林水利气
象系统“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职工
象棋比赛在西安举行，来自系统27支代表
队的170名职工在赛场上以“棋”会友。

据了解，比赛特设“象棋大讲堂”，进
行比赛直播、象棋讲座和残局挑战，同时
邀请陕西省象棋冠军牛钟林现场指导。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棋”乐融融

据新华社电 为减轻患者压力，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试点工作持续
推进。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截
至 2022年 4月底，全国已有 74个统
筹地区启动高血压、糖尿病、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
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种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

目前，住院费用与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运行平稳，覆盖范围
进一步扩大。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已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5.73 万家，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 6.1 万家，定点零售药
店 12.73万家。

在启动住院费用、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
于 2021年 9月启动了高血压、糖尿
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
透析以及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
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满足
1.25 亿跨省流动人口的就医结算
需求。

为兼顾各地病种范围差异，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使用全国统一的门诊慢特病
病种代码及病种名称，并与门诊慢
特病治疗无关的其他医疗费用按
普通门诊费用分开结算。结算时，
执行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
定，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
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
执行参保地的医疗保障基金起付
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
有关规定。

国家医保局提示，参保人员可
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或网
站查询门诊慢特病相关诊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试点地区开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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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地启动门诊慢特病诊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国家医保局

本报讯（刘芊羽）近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7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自今年 5月 1日起，
在全省高质量推进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健康服务工作。

医疗机构、定点医院、优抚医院分别建立健全
优先工作体系、优待制度机制和优惠服务措施等，
按照服役贡献大小和不同对象类型，提供差异化、
精准化、亲情化“三优”服务。

组织各类医疗机构推进退役军人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推进退役军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退役军
人重点慢性病和地方病防治行动；创新退役军人
健康服务项目，为有需求的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家庭医生、健康咨询、养老陪
伴、上门巡诊等新业态的健康服务。

我省推进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健康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最近我省新冠
疫情防控得力，并无相关新增病例，大家心
里紧绷的弦不免有些放松，加之天气越来
越热，戴口罩更是觉得憋闷。因此，有人开
始放松防护，口罩也戴得不严实了。

对此，疾控专家警示公众，陕西外防
输入压力依然很大，必须坚持继续严防
死守。

5月20日，陕西疾控专家张义表示，陕

西外防输入压力依然很大，必须坚持继续
严防死守。

张义提醒公众，从全球形势来看，疫情
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
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从国内形势
来看，随着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以后逐步
解封，境外航班陆续恢复，5月16日我国又
报告了首例BA.2.12.1确诊感染者，研究表
明这个新变异株的传播速率比之前的

BA.2快 23%至 27%，已经导致美国许多地
区新冠重新流行。虽然 3月以来的疫情防
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外防输入的压力
依然很大。

张义建议，广大群众还是要坚持做好
防护，积极配合防控。新冠疫情进入第三
个年头，防疫“老三样”（戴口罩、保持个人
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群众都耳熟能详，关
键是要做到，要坚持做，不能松懈。新冠肺

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佩戴口罩可
以减低感染的风险，一定要坚持做好防护，
科学佩戴口罩，同时要积极配合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公共场所要认真扫码测温，组
织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时候要积极配合，确
保“一个都不少”，下一步省会和千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将建立步行十五分钟核酸“采
样圈”，开展定期核酸检测将是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重要手段。

疫情稳定天气热 口罩能否不戴了
省疾控专家：外防输入压力大，严防死守莫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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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邱悦）5月 18日，陕西省委军民融合办组织党员来
到西安北方惠安化学有限公司，开展“支部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在座谈会上，双方共同观看了惠安公司宣传片，了解了公
司党建宣传工作情况。随后，双方就如何依托各自资源和优
势，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进行深入
探讨。坚持“服务国防，服务军队建设”，以需求为牵引，立足保
军、强军政治责任，抓好能力建设各项工作。

惠安公司：开展“支部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日前，历时29个小时，载有再生空气加热炉的大型运输车，
从江苏泰兴虹桥港务码头安全抵达延长中燃公司泰兴轻烃深
加工项目。据悉，该设备直径7.2米、长18米，是项目建设中唯
一采用“水运+陆运”到货的设备。 张一帆 曹锋 摄

本报讯（田家卫）近日，陕西国铁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举办的
营业线施工线上直播授课，吸引了300多人次观看学习，职工们
纷纷点赞。

今年以来，该公司引入“微处入手，快乐学习”理念，将培训
知识化整为零，通过搭建“网络微课堂”学习平台，给广大干部
职工创造了方便、快捷、高效的学习条件，增强了培训教育的吸
引力，铺就了职工提素的快车道。

国铁工程建筑公司：为职工铺就提素快车道

本报讯（刘祥胜 高媛）5月19日，陕建三建集团十一公司为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全面提升生产管理水平，举行 2022年
度“六比六赛”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参加劳动竞赛的星皓和悦二期项目、安康文澜公馆项目、
华阴市华旅佳苑（山水观园）项目将三点联动，营造出浓厚的比
学赶超氛围，在施工中科学合理安排班组流水施工或平行作
业，并有序安排夜间施工，为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交付打下坚
实基础。

陕建三建十一公司：“六比六赛”劳动竞赛启动

本报讯（李磊）近日，彬长矿业孟村矿在 401盘区胶带巷引
进首套煤流控制系统，为矿井节能降耗再添新利器。

据悉，该矿 401盘区胶带巷带式输送机主要承担掘进煤运
输。因该胶带输送煤时速以 4.4米/秒运行，但不出煤时，也无
法降速，造成电能浪费。该系统投入运行，共设置高低速 2挡。
当煤量小于设定值的 30%，自动调整为 3米/秒，煤量大于设定
值的 30%，自动调整至 4.4米/秒，实现了智能精准控制，减少了
设备磨损和电能消耗。

彬长矿业孟村矿：引进首套煤流控制系统

据新华社电 国际奥委会 5月 19日在
洛桑召开执委会，宣布中国田径男子4X100
米接力队递补获得东京奥运会铜牌，由苏
炳添、谢震业、吴智强和汤星强组成的中国
队共有六种方式获得这枚迟到的奖牌。

根据国际奥委会奥运奖牌重新发放的
步骤，在国际奥委会官宣之后，递补获得奖
牌的运动员将收到所属国家（地区）奥委会
的通知，然后选择领取方式。

这六种仪式是：在下一届奥运会，在青
奥会，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或奥林匹克博物
馆，在国家（地区）奥委会相关活动上，在国
际单项体育组织相关活动上以及私人仪
式。一旦运动员确定了一种颁奖仪式，国
际奥委会将会同相关国家（地区）奥委会，
在一年之内（除非选择在下一届奥运会领
取奖牌）举行奖牌重新发放仪式。

在去年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 4X100
米决赛中，由苏炳添、谢震业、吴智强和汤
星强组成的中国队跑出 37秒 79的成绩，位
居第四，意大利队、英国队和加拿大队分获
前三名。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今年 2月 18
日发布公告，认定英国短跑运动员奇金杜·
乌贾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违反了反兴奋剂条
例，乌贾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4X100米接力
决赛和男子 100米比赛中取得的成绩都被
取消，英国队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4X100米
接力决赛中获得的银牌也被剥夺。加拿大
队递补获得银牌，中国队递补获得铜牌。
这也是中国男子 4X100米接力队在奥运会
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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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赛后合影。（资料图）

■■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44月底月底，，西安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已超西安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已超1010万个万个，，开立个人钱包开立个人钱包22002200多万个多万个，，
对公钱包近对公钱包近159159万个万个，，全市交易金额达全市交易金额达6161..1818亿元亿元

■■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基本覆盖了生活服务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基本覆盖了生活服务、、零售消费零售消费、、交通出行交通出行、、教育医疗教育医疗、、智慧民生智慧民生、、
政务服务政务服务、、互联网平台等多个领域互联网平台等多个领域

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
正加速融入西安百姓生活正加速融入西安百姓生活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