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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和开发区城市管理
部门和社会事业部门应利用现
有公房或改造环卫设施、配设辅
助用房等方式，为环卫职工提供
集体宿舍或临时宿舍。辖区房
管部门在保障性住房分配时，同
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环卫职工住

房困难问题。针对一线环卫职
工在作业过程中意外伤害事故
频发、因病致贫等问题，要建立
环卫特殊困难救助机制，设立困
难环卫职工救助基金，每年安排
一定的专项资金，并通过社会捐
助等渠道筹措资金，对因工伤或

患重病住院治疗且家庭特别困
难的环卫职工给予救助。救助
资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各专
业服务承包公司应积极组织符
合条件的环卫职工参加当地工
会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提高环卫
职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通知要求，对环卫用人单位
未落实相关规定，所在政府或管
委会和相关部门未履行相应职
责，导致环卫职工权益受损，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行为，将严肃追
究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责
任。 首席记者赵丽莉

骑动感单车锻炼
出现了茶色尿

毛女士在西安北郊一家健
身房办了健身卡，到了健身房
后感觉时尚的动感单车运动器
材特别吸引人，她就上去骑了
40分钟，当时下来还没觉得身
体不适，当天回家就觉得胳膊
没劲、疼痛……她以为是运动
之后的正常反应。谁料到了第
二天早上，起床时感觉大腿酸
胀，排出的小便竟然是茶水的
颜色。到了第三天，小腿也开
始肿胀，她赶忙来到西安市第
三医院肾脏内科。

医生王晓雪说，检查后发现
毛女士谷草转氨酶高出正常值

的 20倍，肌酸激酶高出正常值
的800多倍，肌酸激酶同工酶高
出正常值的600多倍，这样说应
该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了。毛女士住院10天治疗才得
以痊愈。

另一例横纹肌溶解征的患
者是 34岁的董先生。日前，在
健身房他看别人都骑动感单车
锻炼很帅气，他心里也痒痒的，
一次骑了1个多小时，过了把骑
行动感单车的“瘾”,第二天就出
现了茶色尿。来西安市第三医
院肾内科住院治疗了 7天才康
复出院。

肌肉为啥会溶解

健身也能“健”出祸来？而

且还是“肌肉溶解”？西安市第
三医院肾脏内科主任高袆说，人
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横纹肌自然
也不例外。和其他细胞相比，横
纹肌细胞内部的肌球蛋白是横
纹肌独有的组成部分，为肌肉收
缩提供直接动力。当经受物理
机械损伤或者受到化学毒物刺
激之后，横纹肌细胞就会发生溶
解破裂，细胞内容物（肌红蛋白、
肌酸激酶等）被释放到血液里，
医学上的术语为“横纹肌溶
解”。过多的肌红蛋白会在肾脏
中积聚，造成肾小管堵塞，引发
急性肾衰竭，代谢性酸中毒，严
重者发生昏迷、甚至死亡。

突然大量运动易发病

医生王晓雪说，事实上，对
于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说，横纹肌
溶解这类问题很少见，而平常不
运动的人，突然进行大量运动
时，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征。医
生提醒：如运动后出现肌肉酸

痛，建议先停止锻炼，多喝水，若
休息后症状没有缓解，且出现小
便减少、颜色变深或者身体浮肿
的情况，需尽早到医院肾内科就
诊，以免延误病情。对于很少运
动，或者很长时间不运动的人来
说，如果要突然开始运动，最好
到医院做一次体检，找专家开一
个运动处方，避免出现类似
意外。

如何判断运动过度

专家说，如符合下列2条以
上，可确认为运动过度。运动后
马上感觉头晕、呼吸困难、定向
力障碍、精神恍惚、心脏跳动快
和脱水；训练情绪下降，出现容
易激动或抑郁；失眠或睡眠质
量下降；受伤和肌肉疼痛的次
数增加；早上起床时脉搏升高；
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嗜睡，缺
乏耐久力；频繁生病；在下次训
练前肌肉仍感觉疲劳。

本报记者张毅伟

健身过度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骑动感单车40分钟出现茶色尿
今年 25岁的毛女士为了更加健美，办了一张健身卡，才去锻

炼了两次，在骑动感单车40分钟后，第二天出现了茶色尿，被诊断
为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西安市第三医院肾脏内科3月至8月已经
收治了6例因健身过度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患者。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近日，西安
市中心医院多学科全力协作，共同救治
了1例临床罕见的中毒性脑病所引起
的严重脑肿胀的患者。

今年 38岁的患者敖女士来自陕
南，长年在南方打工。她从事的工作
是进行运动鞋的鞋带两端的黏结工
作，近一月来出现间断性头晕，两周前
症状逐渐加重，并出现反应迟钝、全身
乏力，辗转当地多家医院治疗，病情不
见好转，经介绍来到西安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治疗。神经内科连同职业病
科专家对该患者病情做了详细分析讨
论，并让患者在鞋厂的工友拍了黏结鞋
带用的胶水标签，内含“三甲基苯”，这
是敖女士患病的“元凶”。

专家最终诊断为：中毒性脑白质
病。病是诊断明确了，但患者病情仍在
进一步恶化，意识逐渐加深而昏迷、双侧
瞳孔散大，急诊复查颅脑CT显示严重弥
漫性脑肿胀，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生命
危险。神经外科王占尧主任医师会诊
后，连夜紧急组织了多学科会诊，最终
决定进行开颅去骨瓣手术，手术后患者
意识逐渐好转，并进行了高压氧治疗，
患者恢复很快，目前已痊愈出院。

女子患中毒性脑病
原是胶水惹的祸

本报讯（记者陶颖）记者昨日获
悉，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2018

“丝路长安”大学生艺术节在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开幕。

活动现场，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土
耳其留学生Muaz、乌克兰留学生Yuliia
等用六国不同的语言共同唱响《梦的起
点》，充分展示了艺术节的主旨——凝
聚未来的力量。来自全省6所院校的6
个大学生原创乐队演奏了12首优秀的
原创音乐作品，气氛十分热烈。据了
解，“丝路长安”大学生艺术节始于
2017年，于2018年成为第五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的大学生单元。本届大
学生艺术节吸引了全省近百所高等院
校共同参与。9月11日至27日艺术节
举办期间，将有校园歌手巡演、舞蹈展
演、绘画摄影展览三大类型20余场活
动，在长安国际大学城各高校内举行。

2018“丝路长安”
大学生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9月12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近期将开展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督查，确保我省
今年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明确
高校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
毕业生签约挂钩。

专项督查将在高校自查的基础上，
省教育厅组织督查组赴部分高校通过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学生及辅导
员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实地督查。
督查内容涉及国务院大督查发现的有
关问题；多渠道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和培训情
况；教育部“四不准”规定（各高校不准
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
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
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
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
作为就业证明材料）贯彻落实情况等。

省教育厅要求，高校要向学生公布
省教育厅就业工作举报电话（029—
88668867）和举报信箱（xsc@snedu.gov.
cn），及时对举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
处理。对查实的弄虚作假等问题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严查严处，零容忍。

高校毕业证书发放
不准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西安三部门出台意见保障环卫工权益

优先解决环卫工住房难题
记者昨日获悉，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安市总工会9月12日联合发出《关于切实保障全市环

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足额为环卫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一线环卫工配备专用
服饰安全标志，休息日、节假日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确保环卫工月基本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10%，辖区房管部门在保障性
住房分配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环卫职工住房困难问题。

足额为环卫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所有从事西安市道路清扫

保洁企业、街办和村庄自管环卫
队伍的，必须按照《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与环卫职工签订劳动合

同，并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
为环卫职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参保

手续，并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同时根据需要购买社会商业
保险。政府购买环卫作业服务
的项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明确规定环卫职工的工
资、津贴、补助标准、社会保险和
相关权益保障条款，切实维护环
卫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线环卫工配备专用服饰安全标志
按照合理布局、方便使用的

原则，统筹考虑环卫作业日常管
理需求，配套设置环卫职工休息
用房。

同时，规划建设专门的环卫

车辆停放场地。环卫职工休息
用房可与城管执法执勤岗亭共
用。完善各项安全防护和职业
病防治措施，重点做好道路清扫
保洁、绿化养护和生活垃圾处置

等一线环卫作业职工的安全保
障和高、低温天气作业时环卫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有效防范各类
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
对一线环卫作业职工要配备专

用服饰和安全警示标志，增强警
示功能，提醒行驶车辆避让。同
时，进一步强化安全作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提高环卫职工安全作
业意识和能力。

休息日节假日足额支付加班工资
各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要鼓励各保洁服务承包公司
为从事一线作业的环卫职工办
理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立健
全环卫职工职业健康监护及档

案管理制度，对环卫职工进行上
岗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
训。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
业的环卫职工依法每年组织开
展职业健康检查。

各专业服务承包公司要严
格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落实
轮休制度，保障环卫职工正常
休息。

同时，对在休息日、法定节

假日安排环卫职工工作，以及因
工作需要安排环卫职工在工作
日延长工作时间的，要严格执行
《劳动法》相关规定，及时足额支
付加班工资。

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10%
确保环卫职工月基本工资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10%，并随西安市最低工资标
准同步提高。落实环卫职工劳
保福利待遇，按规定发放夏季防

暑降温费、高温津贴和冬季取暖
费，并做好节日慰问工作。

对已建立劳动关系，但尚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及时补
签。2019年 1月 1日以后通过

招标确定的专业服务承包公
司，须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为招聘的环
卫工人办理各种社会保险（包
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和社会
事业部门应加强监督，确保落
实到位。

优先解决环卫工住房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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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和开发区城市管理
部门和社会事业部门应利用现
有公房或改造环卫设施、配设辅
助用房等方式，为环卫职工提供
集体宿舍或临时宿舍。辖区房
管部门在保障性住房分配时，同
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环卫职工住

房困难问题。针对一线环卫职
工在作业过程中意外伤害事故
频发、因病致贫等问题，要建立
环卫特殊困难救助机制，设立困
难环卫职工救助基金，每年安排
一定的专项资金，并通过社会捐
助等渠道筹措资金，对因工伤或

患重病住院治疗且家庭特别困
难的环卫职工给予救助。救助
资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各专
业服务承包公司应积极组织符
合条件的环卫职工参加当地工
会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提高环卫
职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通知要求，对环卫用人单位
未落实相关规定，所在政府或管
委会和相关部门未履行相应职
责，导致环卫职工权益受损，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行为，将严肃追
究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责
任。 首席记者赵丽莉

骑动感单车锻炼
出现了茶色尿

毛女士在西安北郊一家健
身房办了健身卡，到了健身房
后感觉时尚的动感单车运动器
材特别吸引人，她就上去骑了
40分钟，当时下来还没觉得身
体不适，当天回家就觉得胳膊
没劲、疼痛……她以为是运动
之后的正常反应。谁料到了第
二天早上，起床时感觉大腿酸
胀，排出的小便竟然是茶水的
颜色。到了第三天，小腿也开
始肿胀，她赶忙来到西安市第
三医院肾脏内科。

医生王晓雪说，检查后发现
毛女士谷草转氨酶高出正常值

的 20倍，肌酸激酶高出正常值
的800多倍，肌酸激酶同工酶高
出正常值的600多倍，这样说应
该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了。毛女士住院10天治疗才得
以痊愈。

另一例横纹肌溶解征的患
者是 34岁的董先生。日前，在
健身房他看别人都骑动感单车
锻炼很帅气，他心里也痒痒的，
一次骑了1个多小时，过了把骑
行动感单车的“瘾”,第二天就出
现了茶色尿。来西安市第三医
院肾内科住院治疗了 7天才康
复出院。

肌肉为啥会溶解

健身也能“健”出祸来？而

且还是“肌肉溶解”？西安市第
三医院肾脏内科主任高袆说，人
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横纹肌自然
也不例外。和其他细胞相比，横
纹肌细胞内部的肌球蛋白是横
纹肌独有的组成部分，为肌肉收
缩提供直接动力。当经受物理
机械损伤或者受到化学毒物刺
激之后，横纹肌细胞就会发生溶
解破裂，细胞内容物（肌红蛋白、
肌酸激酶等）被释放到血液里，
医学上的术语为“横纹肌溶
解”。过多的肌红蛋白会在肾脏
中积聚，造成肾小管堵塞，引发
急性肾衰竭，代谢性酸中毒，严
重者发生昏迷、甚至死亡。

突然大量运动易发病

医生王晓雪说，事实上，对
于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说，横纹肌
溶解这类问题很少见，而平常不
运动的人，突然进行大量运动
时，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征。医
生提醒：如运动后出现肌肉酸

痛，建议先停止锻炼，多喝水，若
休息后症状没有缓解，且出现小
便减少、颜色变深或者身体浮肿
的情况，需尽早到医院肾内科就
诊，以免延误病情。对于很少运
动，或者很长时间不运动的人来
说，如果要突然开始运动，最好
到医院做一次体检，找专家开一
个运动处方，避免出现类似
意外。

如何判断运动过度

专家说，如符合下列2条以
上，可确认为运动过度。运动后
马上感觉头晕、呼吸困难、定向
力障碍、精神恍惚、心脏跳动快
和脱水；训练情绪下降，出现容
易激动或抑郁；失眠或睡眠质
量下降；受伤和肌肉疼痛的次
数增加；早上起床时脉搏升高；
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嗜睡，缺
乏耐久力；频繁生病；在下次训
练前肌肉仍感觉疲劳。

本报记者张毅伟

健身过度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骑动感单车40分钟出现茶色尿
今年 25岁的毛女士为了更加健美，办了一张健身卡，才去锻

炼了两次，在骑动感单车40分钟后，第二天出现了茶色尿，被诊断
为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西安市第三医院肾脏内科3月至8月已经
收治了6例因健身过度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患者。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近日，西安
市中心医院多学科全力协作，共同救治
了1例临床罕见的中毒性脑病所引起
的严重脑肿胀的患者。

今年 38岁的患者敖女士来自陕
南，长年在南方打工。她从事的工作
是进行运动鞋的鞋带两端的黏结工
作，近一月来出现间断性头晕，两周前
症状逐渐加重，并出现反应迟钝、全身
乏力，辗转当地多家医院治疗，病情不
见好转，经介绍来到西安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治疗。神经内科连同职业病
科专家对该患者病情做了详细分析讨
论，并让患者在鞋厂的工友拍了黏结鞋
带用的胶水标签，内含“三甲基苯”，这
是敖女士患病的“元凶”。

专家最终诊断为：中毒性脑白质
病。病是诊断明确了，但患者病情仍在
进一步恶化，意识逐渐加深而昏迷、双侧
瞳孔散大，急诊复查颅脑CT显示严重弥
漫性脑肿胀，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生命
危险。神经外科王占尧主任医师会诊
后，连夜紧急组织了多学科会诊，最终
决定进行开颅去骨瓣手术，手术后患者
意识逐渐好转，并进行了高压氧治疗，
患者恢复很快，目前已痊愈出院。

女子患中毒性脑病
原是胶水惹的祸

本报讯（记者陶颖）记者昨日获
悉，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2018

“丝路长安”大学生艺术节在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开幕。

活动现场，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土
耳其留学生Muaz、乌克兰留学生Yuliia
等用六国不同的语言共同唱响《梦的起
点》，充分展示了艺术节的主旨——凝
聚未来的力量。来自全省6所院校的6
个大学生原创乐队演奏了12首优秀的
原创音乐作品，气氛十分热烈。据了
解，“丝路长安”大学生艺术节始于
2017年，于2018年成为第五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的大学生单元。本届大
学生艺术节吸引了全省近百所高等院
校共同参与。9月11日至27日艺术节
举办期间，将有校园歌手巡演、舞蹈展
演、绘画摄影展览三大类型20余场活
动，在长安国际大学城各高校内举行。

2018“丝路长安”
大学生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9月12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近期将开展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督查，确保我省
今年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明确
高校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
毕业生签约挂钩。

专项督查将在高校自查的基础上，
省教育厅组织督查组赴部分高校通过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学生及辅导
员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实地督查。
督查内容涉及国务院大督查发现的有
关问题；多渠道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和培训情
况；教育部“四不准”规定（各高校不准
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
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
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
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
作为就业证明材料）贯彻落实情况等。

省教育厅要求，高校要向学生公布
省教育厅就业工作举报电话（029—
88668867）和举报信箱（xsc@snedu.gov.
cn），及时对举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
处理。对查实的弄虚作假等问题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严查严处，零容忍。

高校毕业证书发放
不准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西安三部门出台意见保障环卫工权益

优先解决环卫工住房难题
记者昨日获悉，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安市总工会9月12日联合发出《关于切实保障全市环

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足额为环卫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一线环卫工配备专用
服饰安全标志，休息日、节假日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确保环卫工月基本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10%，辖区房管部门在保障性
住房分配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环卫职工住房困难问题。

足额为环卫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所有从事西安市道路清扫

保洁企业、街办和村庄自管环卫
队伍的，必须按照《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与环卫职工签订劳动合

同，并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
为环卫职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参保

手续，并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同时根据需要购买社会商业
保险。政府购买环卫作业服务
的项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明确规定环卫职工的工
资、津贴、补助标准、社会保险和
相关权益保障条款，切实维护环
卫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线环卫工配备专用服饰安全标志
按照合理布局、方便使用的

原则，统筹考虑环卫作业日常管
理需求，配套设置环卫职工休息
用房。

同时，规划建设专门的环卫

车辆停放场地。环卫职工休息
用房可与城管执法执勤岗亭共
用。完善各项安全防护和职业
病防治措施，重点做好道路清扫
保洁、绿化养护和生活垃圾处置

等一线环卫作业职工的安全保
障和高、低温天气作业时环卫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有效防范各类
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
对一线环卫作业职工要配备专

用服饰和安全警示标志，增强警
示功能，提醒行驶车辆避让。同
时，进一步强化安全作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提高环卫职工安全作
业意识和能力。

休息日节假日足额支付加班工资
各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要鼓励各保洁服务承包公司
为从事一线作业的环卫职工办
理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立健
全环卫职工职业健康监护及档

案管理制度，对环卫职工进行上
岗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
训。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
业的环卫职工依法每年组织开
展职业健康检查。

各专业服务承包公司要严
格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落实
轮休制度，保障环卫职工正常
休息。

同时，对在休息日、法定节

假日安排环卫职工工作，以及因
工作需要安排环卫职工在工作
日延长工作时间的，要严格执行
《劳动法》相关规定，及时足额支
付加班工资。

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10%
确保环卫职工月基本工资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10%，并随西安市最低工资标
准同步提高。落实环卫职工劳
保福利待遇，按规定发放夏季防

暑降温费、高温津贴和冬季取暖
费，并做好节日慰问工作。

对已建立劳动关系，但尚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及时补
签。2019年 1月 1日以后通过

招标确定的专业服务承包公
司，须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为招聘的环
卫工人办理各种社会保险（包
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和社会
事业部门应加强监督，确保落
实到位。

优先解决环卫工住房困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