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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康市宁陕县首批智慧书柜面
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市民通过微信扫描
书柜上的二维码开门，查询选定书目后便
可免费借阅。

据了解，全民智慧书柜是由宁陕县住
建局推动实施的一项民生项目，旨在让市
民尽享触手可及的阅读乐趣。 王辉 摄

宁陕：
全民智慧书柜投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记
者 彭韵佳）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11
月 25日发布《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
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鼓励举报违
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该奖励
办法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

该奖励办法在2018年11月发布
的《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基础上进行修订。新
办法共十五条，规定了举报奖励制度
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以及奖励的
原则、条件、标准、发放、领取、兑付、
收回等内容。

办法明确把针对所有违法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举报纳入奖励
范围，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规定按
照案值的一定比例给予举报人一次
性奖励。同时将奖励金额上限由 10
万元提升至 20万元，并设置了最低
200元的奖励金额下限，发挥奖励激
励作用，积极鼓励、引导群众参与社
会监督。

在具体奖励标准方面，各省级、
市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
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办法框架内
针对奖励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为方便群众举报，各级医保部门
对外公布了互联网、电话、传真、邮寄
等多种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选择任何一种途径进行举
报，均符合领取奖励的基本条件。此
外，为配合办法颁布实施，国家医保
局在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开发运
用了举报投诉管理系统，并在河北、
浙江、江西开展试点，条件成熟后将
在全国推广使用。

办法强调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
权益，各级医保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
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将举报人个人信
息、举报情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
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人员。在实
际工作中，群众举报可以实名，也可
以匿名。

办法明确，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
容及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捏
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应当
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据悉，目前全国 31个省份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相应举报奖
励制度，各级医保部门先后奖励举报
人 2570余人次，根据相关群众举报
线索查实并追回医保违规金额 1.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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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吕蕾）11 月 18 日，中
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青海分
公司与甘肃敦煌移动公司联合开
展以“携手石油信息共建、激发党
建工作活力”为主题的党建联盟
活动。

此次“油动”党建联盟是以党
建促交流、以交流促合作为目的，
推动双方党建内动力提升，党建工
作创新性发展，今后双方将在远程
测录井、经营管理流程线上化等多
项工作上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中油测井青海分公司：“油动”联盟激发党建活力

本报讯（温萌）日前，陕煤运销集
团榆林公司组织全体职工进行抗疫
期间心理健康测试，根据结果向职工
提供针对性心理关爱服务。

据了解，该公司近期在职工阅

览室增设了“Mini”心灵疗养书架，
提供心理健康类书籍，进一步关怀
职工心理健康，增强职工自我调节
和保健的能力，截至目前，已购买相
关资料30余册。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公司：关注职工心理健康

本报讯（付黛佳）近日，延长石油
燃气集团组织在延安地区工作的近
30名员工代表，赴油田公司七里村采
油厂、“延一井”旧址、长征胜利雪地
讲话旧址等地开展“走进延长石油
感悟百年历史”现场研学活动。

参观结束后，大家结合本职岗
位，畅谈了学习体会，纷纷表示要在
今后工作中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担
当作为，为再造一个结构优、能耗
低、效益好、实力强的“新延长”贡献
燃气力量。

延长石油燃气集团：开展主题研学活动

本报讯（郝伟）为强化党建引
领，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今年以来，
神木能源集团煤炭有限公司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受到群
众点赞。

该公司出资帮助刘伙庙村、枣

园村及王家庄村改善基础设施，举
办“慈善济困一日捐”“学雷锋文化
公益行”、社区义诊义剪等活动，以
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关心
社会困难群体，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神木能源集团煤炭公司：“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受称赞

作为“史上最贵世界杯”“梅西、C
罗的谢幕之战”，正在进行的 2022 年
卡塔尔世界杯吸引着全球的关注，点
燃了球迷的观赛热情。熬夜看球，也
带动着“观赛消费”的增长，“线上下
单、配送到家、商品小时达”的消费服
务受到追捧。同时，陕西品牌的零食
也成为全国热销品。

夜间线上订单占比30%

根据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发布
的购物数据看，11 月 20 日-21 日，夜
间订单占比近 30%，酒水零食、生鲜美
食、足球相关用品等备受欢迎，其中
足球用品、咖啡豆、羊肉熟食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 10 倍，小龙虾、白酒礼盒
同比增 7倍，VR眼镜同比增 4倍。

随着世界杯的开赛，足球相关商
品热度也不断提升。11 月 20 日-21
日，足球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0
倍，足球销售额同比增 8倍，球类配件

销售额同比增 7 倍。同时，为了享受
观赛畅听体验，摄像机销售额同比增
长超 10倍，VR眼镜同比增长超 4倍，
夜灯同比增长 270%，平板电视同比增
长 160%。

西安消费者爱买啥

西安消费者最看重商品方便、快
速、即时的特点。11 月 20 日-21 日，
便利热食最受西安消费者喜爱，销售
额同比增长超 10倍。此外，调理半成
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330%，方便米
饭、即食速食面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210%。在水饮方面，进口矿泉水、桶
装饮用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0倍，
乌龙茶、果味饮料、红啤、白酒的销售
额增长超 210%。

不仅是观赛必备小食，进入冬季
后，夜间观赛注重保暖也是一大特
色。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数据统
计，西安地区智能家居、取暖器的销

售额同比增长超 10倍，夜间观赛也少
不了一份暖暖的热汤，汤锅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 6倍。

零售平台美团数据显示，仅在
世界杯开幕当日，全国啤酒、饮料、
零食、水果外卖整体订单环比增长
31%，较去年同期增长 27%。陕西表
现抢眼的是啤酒的售卖，世界杯开
幕式当天，西安的啤酒订单环比增
长 41%。

金鸽瓜子全国热销

零售平台美团的数据显示，本届
世界杯开赛以来，零食、饮料等外卖
订单增幅显著，其中，瓜子外卖在世
界杯开幕当日环比增长 69%，陕西品
牌金鸽瓜子，屡登美团买菜坚果炒货
榜前三甲。

消费者对于购物时效性要求正在
不断提高。埃森哲此前发布的《聚焦
中国 95 后消费群体》报告显示，年轻

一代消费者更加注重配送速度，超过
50%的“95后”消费者希望在购物当天
甚至半天内就能收货，他们会因为配
送时间不明而取消订单。

即时零售的优势在于，依托外卖
平台的即时配送能力，串联消费者附
近 5公里范围内的各类本地线下实体
门店。从消费者下单到送达，完成一
个即时零售订单的时间，大约只需要
30 分钟至 1 个小时，比传统电商平台
的 2-3天要快得多。

业内认为，今年世界杯在冬季举
办，宅家消费将成为主流形态，对线
下实体门店而言，借助即时零售业态
来把握世界杯消费热、扩大并稳固周
边客群，是难得的机遇。随着“30 分
钟万物到家”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外
卖买万物”也将逐渐从临时应急走向
日常，依托于本地线下实体门店的即
时零售业态，将为消费者带来更便
捷的消费体验。 （苏静萌 刘望）

借世界杯消费热
推动“外卖买万物”走向日常

开幕式当天西安啤酒订单环比增长41%

据《工人日报》 近日，在 2022全
国饭店业绿色发展大会暨第七届中
国国际饭店业大会上，中国饭店协会
副秘书长张翔发布了《2022中国饭店
业职业人才培养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当前住宿餐饮行业
一线服务人员缺口大，接待服务岗招
聘难度大。但随着行业数字化发展
加快，人才需求结构将进一步调整。

报告显示，从岗位类型上看，超过
80%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前招聘难度最
大的岗位是“接待服务类岗位”，远高

于其他岗位数据。从人员类型方面
来看，有 81.58%的受访住宿企业表示
餐饮及客房服务人员最为紧缺，有
87.14%的受访餐饮企业表示“接待与
服务人员”最为紧缺。综合而言，相
较于行政类及数字化岗位，一线接待
服务类人员的需求更为突出。

不过，报告指出，尽管就当前而
言，一线服务类岗位需求显著，但随
着行业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趋势不断加强，人才需求结构也
将进一步调整。报告认为，未来行业

在数字化管理运营、电商运营等新兴
岗位上的需求激增，新兴细分业态相
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将快速崛起。

张翔指出，近年来，住宿餐饮行业
数字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亟待推动
行业人才培养体系转型升级。2021
年 3月，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2021年）》正式将高职类酒店管
理专业更名为“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
营”；高职类餐饮管理专业更名为“餐
饮智能管理”，足见数字化对于人才
培养方面的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人才培养数字化，也必然对教
学体系、资源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
张翔说，为适应这一职教改革潮流，
中国饭店协会与杭州绿云签署了《数
字化教育战略合作协议》，将院校教
育数字化升级与行业数字化升级相
对接，将院校数字化人才培养与行业
数字化岗位需求相对接，将院校数字
化教学内容更新与行业数字化实践
创新相对接，最终助推数字化教育高
质量发展，为行业培养高质量数字化
人才。

住宿餐饮业一线接待服务类人员需求大
随着行业数字化发展加快，人才需求结构将调整

本报讯（许奥博）11月 25日，笔者
从省气象局获悉：受强冷空气影响，
11月 27日至 30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
次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陕北部分地
方可达强寒潮级别。陕北大部、秦岭
山区、关中北部下降 12-14℃，局地降
温超过 16℃；关中南部、陕南下降 10-
12℃，局地超过 12℃。

过程期间大部地区伴有大风天
气：11月 28日，陕北、关中、陕南东部
阵风风速 6-7 级、局地 8 级以上，陕
南西部阵风风速 6 级左右。11 月 29
日，陕北、关中北部、商洛阵风风速 6
级左右。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1 月 27
日夜间至 28 日，陕北南部、秦岭山区

小雨转小雪，关中、陕南有小雨，其中
关中东部、陕南东部局地有中雨。11
月 29 日至 30 日关中南部局地、陕南
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秦巴山区局地
大雪。

11 月 26 日夜间至清晨，关中、陕
南能见度较低，山区、河谷地带有大
雾或浓雾天气，27日清晨全省大部能

见度较低，陕北北部及西部、关中南
部有大雾天气。

此次寒潮雨雪天气过程持续时间
长，降温幅度较大，部分地方达强寒
潮级别，并伴有大风天气，建议相关
部门采取防范措施，降低强降温、雨
雪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畜牧业和
能源供应等的不利影响。

我省明日迎来入冬后首次寒潮
天冷请添衣

“谢谢公司领导！谢谢全体同事
们！这笔凝聚着组织温暖和同事爱心
的善款，给我们一家战胜病魔坚定了信
心，增加了力量，是洒进我女儿生命中
的金色阳光！”11月 22日，陕西延长石
油物流综合服务公司职工刘刚双手接
过公司工会为女儿筹集的善款单，连声
道谢。

去年8月，刘刚14岁的女儿总是感
觉腰肢疼痛难忍，在当地县医院检查后

疑似肿瘤，医生建议到西安进一步检
查。后经西安红会、唐都和西京医院等
三甲医院确诊，孩子患有骨软骨肿瘤。

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刘刚两口子
带着女儿住进了唐都医院，待三次化疗
符合手术指征后医生为孩子做了肿瘤
切除手术。医生告诉他们，不出意外的
话术后再做四次化疗孩子就可痊愈。
前后经历住院 50多天，刘刚带着女儿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出了院。

然而，噩运并没有放过这善良的
一家人，在第四次化疗后的检查时发
现孩子的肿瘤复发。今年 6月，刘刚的
女儿在西安再次接受了手术，但术后
结果不容乐观。无奈之下，刘刚两口
子带着女儿踏上赴京治疗的艰难之

旅，并在北京人民医院经历四次化疗
后再次进行手术。

刘刚和妻子都是物流综合服务公
司的职工，在两人的辛勤努力下，一家
人的日子过得温馨平实。谁知祸从天
降，女儿重病缠身，在给女儿治疗的一
年多时间里，前前后后仅医疗费就花去
一百多万元，巨额的医疗费让刘刚一家
山穷水尽，负债累累。

得知刘刚一家的情况后，服务公司
领导班子和工会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
探望孩子，并送去了救济金，及时为刘
刚家庭申报困难职工。同时，为了方便
孩子的后续治疗，还将刘刚妻子的工作
调整到后勤岗位。公司还安排在春节
等重大节日里多次登门看望，送上米面

油、营养品和书籍等物品，为他们提供
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近日，时刻关注刘刚一家的公司工
会获悉小女孩重疾复发，要在北京人民
医院再次进行手术治疗。经领导班子
上会研究，根据《集团公司特困职工爱
心救助平台管理运行办法》，由工会办
公室按照程序逐级申报，同时在全公司
范围内发起了爱心捐款活动。

捐款活动中，公司干部职工踊跃参
与，倾囊相助，工会在第一时间将筹集
到的善款送到刘刚手中，真诚祝福刘刚
一家坚定信念，有现代先进的医疗技
术，有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的倾力相助，
花季少女一定会战胜病魔，走过风雨，
早日康复，重返校园！（薛荣 胡芳兵）

让阳光洒进花季少女的生命
爱心企业筹措善款帮助职工女儿治病

身边

11月21日，陕建十一建集团
等爱心企业的志愿者前往咸阳
兴平市西城街道，开展助农助销
活动。受疫情影响，当地种植的

白菜、萝卜外销受阻，大量积存
在田间，志愿者深入菜地采摘蔬
菜、打包装车，让“滞销菜”变成

“暖心菜”。 杨朋超 张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