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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省多个地市报告本土疫情，整
体呈现省外持续输入、省内多链条多区域传播
的态势，疫情形势复杂严峻。11月 20日，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叶峰
建议，疫情期间，要区别不同场所，采取有针对
性的防护措施。

小区活动时：尽量避免人群聚集

疫情期间，居民应积极配合社区防疫措施，
在小区活动时，规范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不
放松，严格遵守规定，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
在小区遛弯活动时，尽量避免人群聚集，戴口罩
时一定要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确保防
护效果。使用小区健身器材、座椅等公共设施
时需要注意，在接触长椅、健身器材、扶手这类
物品表面后，回家后应及时做好手卫生，优先使
用流动水与肥皂或洗手液认真搓洗，如不方便
可用消毒湿巾或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

外出上班时：履行“两点一线”要求

疫情期间，外出上班的居民要履行“两点一
线”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不前往高风
险区及其他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区域；外出期间，
不聚集、不聚餐，不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外出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选
择步行、自驾、骑行等出行方式。如果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请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安全距
离。等候及乘坐电梯时，务必规范、全程佩戴口
罩。乘坐电梯时，不直接用手触碰电梯厢壁和
按键，不与他人交谈，出电梯后及时清洗双手。

超市、菜店购物时：缩短停留时间

购物前最好准备好口罩等防护用品，提前
列好购物清单，就近选择购物点，错峰出行，全
程佩戴好口罩，避免拉下口罩与摊主沟通和品
尝进食。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眼、口、鼻，快速挑
选物资，尽量缩短停留时间，避免去人群聚集的
货架和摊位。尽量选择自助结账、无接触付款
等方式进行结算，注意与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采购回家后，建议及时做好手卫生，使用肥
皂、洗手液清洗双手。注意选购冷冻食品时，避

免手直接触碰冷冻食品及其包装。购买冷冻食
品回家后，可用75%酒精对冷冻食品及包装表面
进行消毒。储存此类物品前，做好独立封闭包
装。接触和处理完冷冻食品后，立即洗手消毒。

接收外卖、快递时：选择无接触交接

收发快递、接收外卖时要佩戴口罩，减少与
派送人员直接接触，尽量放至固定地点无接触
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快递，要与派送人
员保持安全距离，最大限度降低感染的风险。
取件后不要急于拆件，拆件过程最好在户外。
可用消毒湿巾或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对快递外包装消毒，拆封后做好手部
消毒，再取出物品。外包装最好不要拿回家
中，消毒后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到室
内，第一时间认真清洗双手，对外卖或快递的
内部物品包装用消毒湿巾擦拭。还要注意，对
拆包工具、转运工具，比如小推车以及签收过程
中使用的笔和手机等也需要消毒。

施工作业时：分批次分时段就餐

疫情期间，进入施工区域，按要求做好测温
及扫码，全程佩戴口罩，加强通风换气，不闲逛、
不闲聊，及时进行手卫生，分批次、分时段就餐、
更衣等活动。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办公、宿舍、
食堂等区域需按照规定，定期开展清洁消毒。
倡导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型单位加强员工工作
和食宿场所“点对点”管理，对省外（区、市）返岗
的员工，要连续 3天进行核酸检测，并在单独区
域健康监测，无异常后方可上岗。

办公时：减少工作人员间的直接接触

疫情期间，进入工作区域按要求做好测温
及扫码，房间通风良好、人员稀少时可不用佩戴
口罩，不闲逛、不闲聊，尽量不要乘坐电梯。加
强通风换气，及时进行手卫生。减少工作人员
间的直接接触，鼓励采用无纸化办公，触摸公共
设施或他人物品后及时洗手或用免洗洗手液揉
搓双手。减少开会频次，缩短会议时间，多采用
网络视频会议等方式。会议期间，温度适宜时
应当开窗或开门。人员密集且有外单位人员参

会时建议全程佩戴口罩。在单位食堂就餐尽量
错峰、错时用餐，减少堂食，尽量不在就餐时近
距离交流。鼓励自带餐具并做好清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全程佩戴口罩

疫情期间，注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备好
口罩、消毒湿纸巾或免洗洗手液等物品。乘坐
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全程佩戴口
罩并减少与他人接触，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或
肘臂遮挡，尤其注意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
食。出租车、网约车载客期间注意乘客和司机
应全程佩戴口罩，在自然气温、行驶速度等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勤开窗通风。

就医时：发热患者及时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

疫情期间，前往医疗机构要备好口罩、消
毒湿纸巾或免洗洗手液。出门先自测体温，自
测发热患者就医时应佩戴口罩，避免与其他人
员接触，进入医疗机构后前往发热门诊就诊。
尽量选择步行、骑行、驾乘私家车等交通方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医时全程佩戴口
罩。外出期间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触摸门把
手、挂号机、取款机等物体表面，接触后及时洗
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在学校时：加强教室卫生打扫和通风换气

上、下学途中，倡导按照“两点一线”要求，
尽量采用步行、骑行、驾乘私家车等交通方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校车时应做好个人防
护。现阶段需注意避免外来人员进入学生教
室、宿舍，同时加强教室、宿舍卫生打扫和通风
换气，保持室内环境卫生和洗手设施运行良
好。校门值守人员、保洁人员及食堂工作人员
等均应佩戴口罩。 本报记者 李旭东

近日，陕煤运销集团蒲
白分公司积极推行工作清单
制 管 理 ，不 断 提 高 工 作 效
能，并通过开展看板“小课
堂”培训，将业务知识点、业
务重点“串珠成线”，提高职
工业务技能。 潘瑾 摄

本报讯（孟岩溪）近日，从陕西省总工会
传来喜讯，陕建十一建集团母婴关爱室获评
2022年三星级母婴关爱室省级示范点。

据介绍，该母婴关爱室分设休息区、护理

区等多个功能区域，配备尿布台、婴儿床、消
毒机等设施，为哺乳期的女职工提供私密、
干净、舒适的场所，充分体现企业对女性的
尊重和对孕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关爱。

陕建十一建：母婴关爱室获评三星级省级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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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11月 19日，西安
秦岭野生动物园“猩猩关爱周”主题游园会活
动启动，组织游客走近猩猩、了解猩猩，加入
保护猩猩的行列。

据了解，每年 11月中旬世界各地的保护
组织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猩猩关爱周”活
动，鼓励游客参加一系列以猩猩及它们在野
外面临的威胁为主题的保护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园方组织小朋友们到灵长类
馆参观。目前，该院有黑猩猩“艾艾”和“多
多”母子。“艾艾”今年 45岁，是温柔强韧的慈
母，“多多”今年 14岁，是聪明活泼的小伙子，
它们的生活充满了惊喜与乐趣。活动结束
后，工作人员让小朋友们画下印象中的猩猩，
为猩猩制作丰容物品，了解投喂的危害，呼吁
大家保护猩猩。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举办“猩猩关爱周”活动11 月 16 日，“强国复兴
有我”——青少年文化志愿
服务行动之“志愿零距离·传
承有青春”非遗小小宣传员
志愿服务活动在西安市非遗
博物馆举行，30名“红领巾”
正式成为非遗志愿者，用行
动传播非遗文化。

杜成轩 摄

感 染 科

专家叶峰

区别不同场所区别不同场所
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李峰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第16研究所（7171厂）三车间光纤绕环组组长
齐向辉 西安航天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心工程组组长
张 涛 中国兵器陕西北方动力有限责任公司特种内燃机装配调试工
刘景龙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精密制造中心车工
胡 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〇二工厂航空零件制造工
卢 辉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质量管理部质量检验组组长
刘宝林 中国兵器北方特能西安庆华机电有限公司电源技术研究所总装二班班长
刘 鹏 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五分厂精加三班班长
杨 旭 中航起落架燎原分公司特种工艺车间真空热处理班班长
张 栋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二装中心装配修理钳工
郭勇冠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员中心科研试飞总队飞行教员
王洪太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检查员
李 春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试制中心加工中心操作工
庄 鹏 陕西电子汉中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变压器车间生产调度员
高 翔 陕西电子陕西省军工（集团）陕铜有限责任公司高精事业部上引班长
熊彤炜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副值班主任
王 菊（女）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牧昕（女）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210所固体导弹发动机设计一室副主任设计师
刘长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四十一所101室副主任
王 玫（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思想政治工作部部长
冯 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101所航天宇航动力试验中心工艺负责人
李 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西安分院微波有源部组件事业部副主任
戴克亮 西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加一工厂厂长
朱 江 西安中核核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火灾报警公司项目经理
赵 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特种装备事业部工程师
韩崇伟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二研究所基础室研究员
汪营磊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四研究所含能材料研究部研究员
高 剑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六研究所总体一部主任
黄耀锋 中国兵器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装备研发中心设计师
李雪龙 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生产办生产计划专干
宋 柯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飞机室项目经理
沈瑞娜（女）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航电系统设计所副所长
李 呈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防务科研部副部长
刘宏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飞控技术带头人
乔英英（女）中陕核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分析测试公司技术负责人
魏秦华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型号总设计师
李建新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公司陕西师范大学项目技术负责人
毛国华 陕西电子西京电气总公司陕西华经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 峰 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高 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西安航天弘发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世锋 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惠大勇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特通事业二部第二研究室主任
王清俊（女）中陕核陕健医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肾内科、风湿免疫科主任
何 锋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区域经理
张璐岩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无线优化室三级经理
贺 瑾（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航天分公司网络建设主管
刘阿梦（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市场经营部主任
李亚旭 中国电信陕西分公司 IT需求及应用管理员
赵 前 中国联合通信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金台营销经理
吴光武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分公司投递员
李 涛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分公司总经理
杨丽君（女）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赵同宾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范正和（女）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朱华平 中陕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22年度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人选名单
（共55名）

根据《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评选和管理办法》（试行），现将2022年度陕西
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人选予以公示。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2年11月25日18：00
前，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向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电话：029-85562606
传真：029-85562655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07号
邮编：710061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21日

公 示

本报讯（记者 刘强）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
定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工作人员廉洁从政

“十严禁”》，规范监管行为，强化作风建设，引
导约束各级监管人员在工作生活中坚决守住
廉政防线。

“十严禁”要求，各级监管人员严禁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红包（电子
红包）、土特产、名贵特产、消费卡、有价证券以
及宴请、旅游、健身、娱乐、考察等活动安排。
严禁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接受超标准、超范围
接待，或参与组织“一桌餐”以及利用单位、企
业内部食堂等违规宴请接待。

同时明确，严禁违规干预和插手行政许
可、行政检查、行政监督、行政执法、政府采
购、物资供应、项目建设等事项。严禁在证照
办理、准入准营、招标采购、认证检验、审批评
定、监督抽样、奖项申报、执法检查、案件查办
等行政监管服务中弄虚作假、吃拿卡要、谋取
利益或收受单位、个人好处及违规指定第三
方服务机构。

“十严禁”强调，各级监管人员严禁直接或
间接向监管服务对象摊派、报销应当由所在单
位和个人负担的费用，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
买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推销企业产品和

服务，以及利用工作便利向监管服务对象及其
亲属借款、借车及其他物品。严禁漠视监管服
务对象利益和群众合理诉求，对监管服务对象
和群众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付，在工
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敷衍
塞责。严禁违规在监管服务企业参股、任职或
者挂名、挂证领取薪酬、奖金、津贴，或者以担
任顾问、专家等名义向企业收取咨询费、专家
费、服务费等。

各级监管人员严禁利用职务或权力影响为
亲属及特定关系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
利、谋取利益，或者损害其他监管服务对象和群
众合法权益。严禁违规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及乔
迁宴、升学宴、生日宴等，或分批次、小规模、多
地点操办酒席，收受下属人员及有利害关系单
位、个人的钱物。严禁出入私人会所、接受或持
有私人会所会员卡以及参与“黄赌毒”，从事违
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制定廉洁从政“十严禁”
省市场监管局

11月 20日是我国心梗救治日。近些年，我
国心梗的发病人数明显上升，急性心梗是院外
导致死亡的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导致猝
死的最常见的心血管急症。那么，什么是心
梗？心梗发生前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哪
些人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又该如何预防心梗的
发生呢？就此笔者采访了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
任医师缪国斌。

缪国斌介绍，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之
一，负责泵出血液到全身的脏器和组织。如果
把心脏比作是人体的发动机，那么供给心脏血
液的冠状动脉就是发动机的油路。一旦冠状动
脉出现闭塞，就会出现心肌梗死，简称心梗，一

般指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一种急症。冠
状动脉闭塞，祸起动脉壁上的粥样硬化斑块因
寒冷、情绪激动、劳累等刺激而破裂脱落，加上
血小板的黏附与聚结形成血凝块造成血栓。最
终导致心肌缺血缺氧，使患者发生猝死。

“心梗发作时典型症状为胸骨后或心前区
剧烈的压榨性疼痛，可向左肩、左上肢放射，并
持续 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同时，常伴有
大汗淋漓、烦躁不安、呕吐等症状，且有一种濒
死的恐怖感。这些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
号。”缪国斌说。

缪国斌提示，导致心梗的危险因素包括高
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吸烟等。患

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人群，重度肥胖人
群，长期熬夜人群，过度吸烟人群，年龄过高人
群均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尽早发现、尽早诊断
和尽早救治，是挽救心梗患者生命的关键，也
是改善心梗患者长期生活质量和预后的基石。

防治心梗要关口前移，养成“护心”的好习
惯。缪国斌建议，日常生活中要保持低盐、低
糖、低热量饮食，适量补充鱼类、坚果、酸奶
等，保证营养均衡，少吃油炸及胆固醇含量高
的食物。早期干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避
免疾病对血管的进一步损害。戒烟限酒、规律
生活、科学锻炼、定期体检，保持心情愉快，避
免超负荷工作。 （闫妍）

心梗救治日

读懂心脏求救信号 关键时刻能救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