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综 合编辑：鲁 静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

2023年1月1日 星期日

版2

新
年
新
气
象

这
些
新
规
元
旦
起
施
行

当2023年的钟声敲响，一批元
旦起施行的新规，将为我们带来新
年新气象。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全链条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进
一步促进男女平等；新修订的体育
法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法治的温度，彰显社会的进步。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于1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完
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度，
回应社会关切，做好与食品安全法
的衔接，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
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强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治保障。

本法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管理和标准制定、实施，完善农产品
生产经营全过程管控措施，加大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实施农产品
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建
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

加强妇女权益保障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
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
确，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
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
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
和行使各项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
当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
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
平的就业创业环境。招聘、录取、晋职、辞退等过程
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国家实行生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婴幼儿托育
服务等与生育相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国家建立健全
职工生育休假制度。

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

新修订的体育法自1月1日起施行。
为突出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

作用，新修订的体育法明确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
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
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本法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明确国家实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
计划，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制度。

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完善体育产业体系，
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鼓励扩大体育市场供给，拓宽
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体育消费。

完善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

1月 1日起，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进一步
完善。

新版《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在原办
法对快速及以上等级旅客列车和相关车站实行车
票实名制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所有铁路旅客
列车和车站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不属于长途客

运的公益性“慢火车”、市域（郊）
列车、城际列车和相关车站根据
实际情况暂不实行车票实名制管
理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前向
社会公布并说明理由。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
定，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年满 6周
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购买
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
应当购买全价票。

预置应用软件
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

新年伊始，多个信息安全领
域的新规开始施行。

工信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
为的通告》明确，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预置行为应遵循依法
合规、用户至上、安全便捷、最小
必要的原则，尊重并依法维护用
户知情权、选择权。生产企业应
确保移动智能终端中除基本功
能软件外的预置应用软件均可
卸载，并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
式供用户选择。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
全管理办法（试行）》针对不同级
别的数据，围绕数据收集、存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销毁、出
境、转移、委托处理等环节，提出
相应安全管理和保护要求。

《网络产品安全漏洞收集平
台备案管理办法》规定，拟设立漏
洞收集平台的组织或个人，应当

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
享平台如实填报网络产品安全漏洞收集平台备案
登记信息。

推动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举报奖励

《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
于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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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财政总会计制度》于1月1日起施行。
新制度夯实完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总会

计的预算管理功能，建立健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的总会计的财务管理功能，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
政府财政财务情况，有效促进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

各级总会计应加强对各项财政业务的核算管理
与会计监督；应加强对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的管理，及时了解掌握有关单位的用款情况。各级
总会计应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监察部门，以及上级
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按规定向人大、审计、监察部
门以及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提供有关资料。 （白阳）

2022年12月30日至31日，“大美大荔 勇毅前行”2022陕
西省大荔沙苑第二届场地越野赛暨陕西省超级精英汽摩运动
职业联赛举行，来自全省的70余名赛车手在赛道上轰鸣而
过，让观众感受越野的速度与激情。 李世居 摄

2022年12月31
日，无人机拍摄的
华山西峰——莲花
峰雪景。近日，西岳
华山景区出现了降
雪天气过程，白雪与
苍翠的奇松、灵动的
云海交相辉映，如梦
如幻。

门亚静 摄

玉 树 琼 花

2022年12月30日，“锦绣西域 华美之疆——新疆文物精
品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陈列厅开展。据了解，本次展
览展期 3 个月，集中了 136 件（组）展品，展现了古代新疆独具
特色又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激 情 越 野 文 物 之 美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2022年 12月 30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厅等八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陕西省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细则》，明确实习单位应当给予适当
的实习报酬。

对于建在校内或园区的生产性实训基
地、厂中校、校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创
新创业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
院）、大师工作室等，依照法律规定成立或
登记取得法人、非法人组织资格的，可作为
学生实习单位，按本细则规定进行管理。

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要依法保障实习
学生的基本权利，并不得有以下情形：安
排、接收一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岗位实习；安
排、接收未满 16周岁的学生进行岗位实习；

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规定》中禁忌从事的劳动；安排实习的女学
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禁忌
从事的劳动；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
厅、洗浴中心、电子游戏厅、网吧等营业性
娱乐场所实习；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
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安排学生
从事 III级强度及以上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
身心健康的实习。

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
事先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实
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
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
风险的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
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实习单位应当给予适当的实习报酬。
对在实习岗位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初
步具备实践岗位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原
则上应按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
的 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并按照实习协
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直接支付
给学生，原则上支付周期不得超过 1个月，
不得以物品或代金券等代替货币支付或经
过第三方转发。

推动扩大学生实习保险制度覆盖面，加
快发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和适应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需求的意外伤害保险产
品，鼓励保险公司对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
费率，实现学生实习保险全覆盖。积极探
索职业学校实习学生参加工伤保险办法。

《陕西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细则》印发

实习单位应当给予适当实习报酬

本报讯（记者 鲜康）记者日前获悉，铁路元旦
小长假自 2022年 12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2日，为
期 4天，国铁西安局预计发送旅客 48万人次，同比
增长596%，客流主要以探亲流和短途流为主。

此次元旦小长假是国家疫情防控“新十条”实
施后的首个小长假，为方便旅客出行，国铁西安局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扩大西安周边省市及
省内的铁路运能，通过加开、重联热门方向列车，
开行定制服务列车等多种方式提升运力。小长假
期间，累计加开列车 118 列、重联动车组列车 26

列，全力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
西安至达州首开“复兴号”动集动车组列车，

搭建了一条全新的出入川通道，两地最短运行时
间压缩至 4小时 43分，给旅客提供了更便捷的出
行选择，为助力秦巴山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提
供充足的运能保障。西安至北京、广州、成都、重
庆、银川、太原等方向动车恢复开行，热门方向动
车组重联运行实现运力翻倍。省内加开汉中、宁
强、宝鸡、神木、靖边、华山、潼关等多方向旅客列
车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能保障。

元旦小长假陕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8万人次

据西安发布 2022年 12月 30日，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京东健康上线“防疫药
品精准投放平台”，面向省内新冠感染患者
精准投放布洛芬、连花清瘟等防疫药品。

本次首批精准投放的医疗物资包括工

信部专项调拨的 10万盒连花清瘟胶囊以及
京东健康自筹的3万份退烧药、10万盒连花
清瘟胶囊、口罩等。1月1日，陕西省工信厅
调拨的2万盒四季抗病毒合剂也上线投放。

陕西地区居民可以登录京东APP，搜索

“陕西防疫”进入专区。用户在上传个人
信息后，点击“申报并购买”，需提交抗原
阳性结果或近期核酸检测报告，也可以选
择提交新冠感染后的个人症状，审核通过
后即可在线购买。

陕西省防疫药品精准投放平台上线陕西省防疫药品精准投放平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