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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 教育部 11 月 23 日发布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共 6 章 43 条，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符
合（一）线下培训有固定的培训场所，线
上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

（二）有 2名以上，即从业人员；（三）有相
应的组织机构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校外
培训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
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举
办、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此外，通过即时通信、网络会议、直

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利用
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有偿开展“一
对一”“一对多”等校外培训的，以咨询、
文化传播、素质拓展、思维训练、家政服
务、家庭教育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教、
游学、研学、夏令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
展学科类培训的变相校外培训行为，也
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受到相应处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22日，记
者从省质量协会获悉，国网陕西省电力公
司和中核陕铀公司的 7项QC小组课题
荣获第 47 届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
（ICQCC）成果交流发布会金奖。

据悉，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IC⁃
QCC）被誉为“质量奥林匹克”，由缔约

国轮流主办，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
精英 QC 小组参与。本届大会于 11 月
16日、17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
行，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等 13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800 个质量管理（QC）小组
以现场或在线形式参与成果评比，我国
共选拔 189 个来自电力、航空航天等领

域的优秀QC小组参与角逐。
中核陕铀公司的 2 个 QC 小组，国

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的 5个QC小组课题
荣获成果交流发布会金奖。其中，国网
西安供电公司网络达人QC小组、国网
咸阳供电公司众创空间QC小组以分会
场第一的成绩荣获“首金”。

我省两单位7项成果斩获国际质量金奖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 23日，铜
川城市智慧停车（铜川西腾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对所属泊
车位免收停车费，共筑疫情防控屏障。

据悉，该公司此举旨在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顺利进行，彰显国企担当，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需。此次免收范围为铜川
新区范围内路侧停车位、正大路便民
停车场、长丰北路便民停车场的所有

泊车位。免费时间自 11 月 23 日 7 时
起，具体恢复收费时间将另行通知。
如 有 疑 问 可 拨 打 客 服 电 话 0919-
7896688 或通过“铜川智慧停车”微信
公众号进行咨询。

铜川新区泊车位暂停收费

11 月 21 日 ，
市民游客在西安
昆明池七夕公园
乘 坐 画 舫 游 览 。
时值初冬，候鸟嬉
戏觅食，芦苇随风
摇曳，与波光粼粼
的水面相映成趣。

杜成轩 摄

Ａ 去超市购物时如何做好防护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经营、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的超市。进门前可以观察超市是否实施通风换
气，是否落实人员分流、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如果超市有电梯，要避免乘坐厢式电梯。
避开人多拥挤的选购区域，尽量不要使用购物车
等容易造成交叉污染的设备，如需要使用，可以
用自带的消毒湿巾擦拭后再使用，也可以戴一次
性手套购物。

购物时，尽量不要直接用手触碰食物，可以将
购物小袋套在手上来选购。购买肉类和海鲜等生

冷食物时，要与果蔬、熟食等食物分开包装。
每次外出最好购买足量，尽量减少购买的次

数。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提前列出购物清单，不
在超市内闲逛、闲聊，缩短选购商品的时间。购
物时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且推荐
自助购物，尽量使用移动支付结账。

购物结束后，注意做好手消毒。带有外包装的
物品可以直接去掉包装袋，或用消毒剂喷洒表面后
再取出，购买的食物彻底做熟方可食用，水果、蔬
菜要清洗干净，必要时可用专用清洗剂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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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23 日公布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推出 16条金融举
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两部门当日公布的通知明确，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融资合理
适度，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通知提
出，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个人
住房贷款合理需求，稳定建筑企业信贷
投放，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

融资合理展期，保持债券融资基本稳
定，保持信托等资管产品融资稳定。

在“保交楼”金融服务方面，通知提
出，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要求，依法合
规、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备案的借款主
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运行、
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
付住宅项目加快建设交付。同时，鼓励
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推动化解
未交楼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为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
置，通知还提出做好房地产项目并购金融
支持，鼓励商业银行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
项目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

企业兼并收购受困房地产企业项目。
在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方面，通知提出，对于因疫情住院治疗
或隔离，或因疫情停业失业而失去收入来
源的个人，以及因购房合同发生改变或解
除的个人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可按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与购房人自主开展协商，
进行延期展期等调整。同时，切实保护延
期贷款的个人征信权益。

此外，通知提到阶段性调整部分金融
管理政策，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
策过渡期安排，阶段性优化房地产项目并
购融资政策。通知还加大了住房租赁金
融支持力度，提出优化住房租赁信贷服
务，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两部门推出16条金融举措

新华社南京11月24日电（记者 王珏
玢 张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获悉，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

“夸父一号”近日获得太阳硬 X 射线图
像，并对外发布。这也是“夸父一号”升
空后首次发布科学图像。

据悉，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以近地
视角拍摄的太阳硬X射线图像，其图像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甘为群介
绍，此次发布的图像是对 11月 11日 1时
（世界时）爆发的一个M级太阳耀斑的成

像，由卫星载荷硬X射线成像仪（HXI）
拍摄。虽然还在测试期，但成像效果已
经非常优异，从中可以识别出爆发细节
和太阳的精细结构。

“夸父一号”卫星全称先进天基太阳
天文台（ASO-S），是一颗综合性太阳探
测专用卫星，于 2022年 10月 9日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科学目标
为“一磁两暴”，即同时观测太阳磁场及
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并研究它们的形成、演
化、相互作用、关联等，同时为空间天气

预报提供支持。硬 X 射线成像仪是卫
星三大载荷之一，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牵头研制，承担着“一磁两暴”中
观测太阳耀斑非热辐射的任务。

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主任设计师
张哲、数据科学家苏杨介绍，“夸父一
号”入轨一个多月以来，硬 X 射线成像
仪开展了各项在轨测试和定标工作。
目前，该载荷状态正常，各项功能、性能
均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已顺利投入科学
观测活动。在完成后续定标后，载荷成
像质量预计还将进一步提高。

探日卫星“夸父一号”首次发布科学图像

近期，安康市疫情防控形
势复杂严峻，为全力保障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安康市商务局积极统筹
协调，加强督导检查，坚决守
好居民“米袋子”“菜篮子”。

目前，安康市生活必需
品供货渠道畅通，物资供应充
足，能够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已从云南、山东、成都及我省
周边等地调运蔬菜495吨，同
时，本地的白菜、萝卜等时令
蔬菜也大量上市，居民可放心
按需购买必要生活物资。

张松 摄

““米袋子米袋子””不愁不愁 ““菜篮子菜篮子””管够管够

疫情当前，个人防护不能忽视。那
么，市民在购物时如何做好防护？11月
23日，陕西省人民医院感染控制办公室
主治医师樊小宝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
划出防护要点。

超市的环境相对密闭，农贸市场人员
密集，戴口罩是防止飞沫传播的最好防护
措施。因此，外出购物前一定要正确佩戴
口罩，并确认口罩的密闭性。除了戴口罩
外，还可携带免洗手消毒液和消毒湿巾。
在购物场所尽量避免触摸公用物品，不要
用未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要遵守咳
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
无纸巾时用手肘代替，纸巾不要乱丢。

Ｂ 去市场购物时如何做好防护

有的农贸市场为室外场所，一些市民群众可
能就会放松警惕，出现佩戴口罩不规范的情况。
为此，樊小宝提醒，农贸市场人员密集，要全程规
范佩戴口罩。

错峰采购，避免人群聚集。可自备购物袋，不
仅环保，还可减少接触传播。购买肉类、生禽时，

可请摊主戴着手套拿起肉类、生禽供挑选，顾客尽
量不要用手直接触碰。避免拉下口罩与摊主沟通
或品尝进食。对照购物清单，快速挑选货物，尽量
缩短停留时间。不去人群聚集的货架或摊位，选
择自助结账、无接触付款等方式进行结算，注意与
他人保持一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

Ｃ 网上购物如何做好防护

网上购物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樊小宝提
醒，近期疫情形势复杂，网上购买物品时，尽量避
免通过代购、海淘等途径购买来源不明的货品。

网购商品到货后，收快递时要戴好口罩，

最好佩戴一次性手套。建议使用快递柜接收
快递，取快递时，可将外包装直接扔进垃圾
箱。取回快递后，注意手卫生，使用流动水和
肥皂或洗手液及时洗手。

Ｄ 超市农贸市场也要做好防控

除了消费者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超市和农
贸市场也应落实责任，做好防控工作。

超市要加强室内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对
场所、环境和设施设备进行消毒清洁。工作人员实
行每日自我健康监测制度，不带病上岗。在超市
入口处要提醒顾客佩戴口罩，并在醒目位置张贴
健康提示，做好扫码验码、体温检测。做好入场人
员流量把控，通过预约、错峰、限流等方式减少人
员聚集。收银台、服务台制定合理的人员路线和
分流措施，减少人员聚集。超市要做好查验并留

存食品溯源凭证、检验检疫等合格证明文件，禁止
贮存来源不明、无合格证明食品。在购进、销售进
口冷链食品时，做到“凭码入库、亮码销售”。

对农贸市场而言，除分流、查验、工作人员健
康监测等基本防疫措施外，还要加强室内空气
流通，顶棚式或露天市场交易区应宽敞通风，室
内市场在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或使
用抽气扇加强空气流通。要加强地面、摊位等
清洁消毒，市场每天结束经营活动后，开展一
次全面清洁消毒。 （据西安发布）

新华社哈尔滨 11月 24日电（记者
杨思琪）急性心肌梗死是导致全世界人口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心肌梗死后心衰发
生率高且预后差。记者 24日从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了解到，该院心内科
于波教授团队在心梗免疫表观机制研究
方面取得新突破，为心梗后精准心脏保护
策略提供全新思路。

于波介绍，心肌梗死引发复杂的炎症
级联反应，其中单核巨噬细胞中修复信
号的及时启动，对于控制心梗后初始炎
症损伤和梗死后修复过程至关重要。

团队研究成果首次明确心梗后单核细
胞修复基因的早期编程模式，以及组蛋
白乳酰化修饰调控修复性信号的作用
机制，证实基于该免疫表观机制的靶向
调控，可改善心梗以及缺血再灌注后的
心脏修复及心功能。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教授张幼怡认为，这一研究揭示
了组蛋白乳酰化可以促进单核细胞修复基
因的早期远程启动，营造了有利于心梗后
修复的免疫稳态环境，从而改善心肌梗死
及缺血再灌注后心肌损伤及心脏重构，这

是对心肌梗死内源保护机制的研究突破。
据介绍，该研究为改善心梗后心脏

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有望
助力解决临床心梗后心衰及预后不良
的防治难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和转化潜力。

据悉，于波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心
肌梗死精准诊疗的临床及基础转化研
究。该研究是其心梗后免疫损伤机制
及靶向干预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日前
在国际心血管领域权威专业期刊《循环
研究》作为封面文章刊发。

我国医学团队在心梗精准诊疗基础转化领域取得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