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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薛 磊 同 志（身 份 证 ：
61273019940609****）、赵加强同
志（身份证：61050219730419****），
由于您两人无故旷工，严重违反我
单位及用工单位规章制度，我公司
已于2018年6月29日、2018年10
月 25 日向您两人寄送了解除通
知，但您两位已拒收，现我单位通
知您解除《劳动合同书》、《劳务派
遣劳动合同书》。

二 、徐 坤 同 志（身 份 证 ：
61042519931026****），由于您无
故旷工，严重违反我单位及用工单

位规章制度，且您的通讯号码及通
讯地址均无效，现我单位通知您解
除《劳动合同书》。

三、祝文彦同志（身份证：
61010319700106****），我公司决
定合同到期不再与您续签。由于
您通讯地址无效，且有效通讯号码
无人接听，我公司已于2018年11
月 20 日向您发送了电子解除通
知，现通知我公司与您解除《劳务
派遣劳动合同书》。

西安鑫航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解除通知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在第 33个国际志愿者
日当天，陕西省巾帼志愿者联合会
承载着省妇联重托和全省志愿者
的期盼正式成立，标志着我省巾帼
志愿服务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新
起点。

陕西省巾帼志愿者联合会第一
届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21名，会长
1名，副会长5名，监事3名，监事长1
名、秘书长1名。雅兰纺织集团董事

长韩玲当选第一届陕西省巾帼志愿
者联合会会长，毋晋当选为秘书
长。会长韩玲当场捐赠10万元作为
联合会启动资金。

省妇联主席龚晓燕为陕西省巾
帼志愿者联合会授旗后说，省巾帼
志愿者联合会的成立是我省巾帼志
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的新起点，也
是全省巾帼志愿服务组织蓬勃发展
的新亮点，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妇女和家庭

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我省志愿服务活动如
雨后春笋般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
是广大巾帼志愿者坚持服务社会、
服务社区、服务家庭，涌现出了“红
凤工程”“妈妈环保”“春蕾计划”等
一大批享誉全国的优秀巾帼志愿组
织和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目前，全
省已有巾帼志愿者队伍228支，注册
巾帼志愿者7.1万人。

昨天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

我省巾帼志愿者
联合会成立

昨日一早，冒着风雪，陕西省慈
善协会慈善先锋志愿者服务队的志
愿者们，来到临潼区土桥初级中学。

229双手套、40套三件套，以及
米、面、油、圆珠笔、铅笔、笔记本、羽
毛球拍、乒乓球拍、书包、水壶、帽
子、杯子、围巾……看着眼前 1084
件爱心物资，该校张红红老师格外
激动。他十分清楚地记得，今年中
秋节前夕，他在三秦都市报公益记
者公众号上讲述了孩子们的微心

愿后，被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善先锋
志愿者服务队和丁水彬孝老爱亲
志愿者服务队认领，当时志愿者们
就为孩子们送上中秋礼物，包括书
包、文具盒、钢笔、水杯、月饼、教具
等 310件爱心物资。如今，爱心仍
在延续。

领过爱心手套，凡凡小心翼翼
地戴在手上，她说，山区学校冷，她
和媛媛、帅帅等好几个同学，刚入冬
不久手就习惯性冻伤了。记者看到

她的手上有冻裂的口子，看着让人
心疼。

“叔叔、阿姨，今天你们第二次
来到我们身边，为我们送来了急需
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你们像冬
天里的一把火，给我们带来了无比
的温暖，你们是幸福的使者，给我们
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今后我
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学会感恩。”凡
凡代表学生们向志愿者致敬。

首席记者姬娜

1084件爱心物资送给山区师生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由共青团西安市委、西
安市青益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举行的

“秦岭生态童话”趣味环境教育课程
（秦岭环保课堂）在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小学启动。

在昨天上午的启动仪式上，西
安工程大学“绿风”环保协会的大学
生志愿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
小学三年级100余名小学生带来了
一节关于秦岭生态保护的课程。课
程以“秦岭知识、秦岭生态、秦岭保
护”为重点，从地理意义、动植物资
源、秦岭水源地等方面，阐述了秦岭
对于陕西的重大意义与保护秦岭的
重要性。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大学生
志愿者穿插进行了一些互动小游
戏，利用“秦岭四宝”的卡通人物形
象，为小学生讲解了垃圾分类的相
关知识。用角色扮演、朗读儿歌、快
问快答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加深了

小学生对于秦岭保护、垃圾分类的
认识。同时，课程主要以游戏互动
的方式进行，极大地引起了孩子们
的好奇心和乐趣，更加投入地参与
到趣味环保课堂中来，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学到知识，有所收获，更加明
白秦岭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保护秦岭，并号
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保护我们
的秦岭家园。

同学们辨别不同水质 本报记者马昭摄

“秦岭环保课堂”校园开讲

日前，洛南县残疾人联合会理
事长赵崇启发了一条求援信息，洛
南县两个残障人士托养中心入住了
130名残疾人，山区越来越冷，很多
人缺少冬装。

接到信息后，远在西安的志愿
者温西顺在陕慈协初木公益尊老爱
幼助残服务队里发出倡议。

爱心接力赛上演，服务队花
7000 多元购买了 100 件崭新的棉
衣，有的志愿者捐出家里的棉衣，残
疾人志愿者张孝花不停地搜集拉运
爱心人士捐献的衣物。爱心企业陕

西大唐茶文化研究院、陕西海洋警
用装备有限公司等，捐了5000元和
数十件棉大衣……一周内，100件新
棉衣到货了，300余件干净整洁的旧
棉衣（羽绒服）也整理好了，还有一
些生活必需品。

华夏石材城提供爱心车辆，12
月2日，服务队20多名志愿者分乘6
辆车，满载着广大志愿者的爱心驶
往洛南县。

大家来到第一个捐助地点托养
中心，把60份装有毛巾、牙刷、牙膏
等用品的袋子送到残疾人手里。65

岁的张姓老人拿过一件羽绒服穿在
身上：“听说过羽绒服，可我之前没
穿过。这么轻的衣服竟然这么暖
和，谢谢你们！”

午后，志愿者们又来到洛南县
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向入住的残疾
人分发羽绒服、毛衣、毛巾、牙膏等
物资。小刘接过一件红色羽绒服穿
在身上：“很合身，快过年了，这件羽
绒服就是我过年的新衣服，我回家
一定好好陪妈妈生活。”工作人员
说，小刘恢复得很好，下周就可以出
院。 首席记者姬娜

残疾老人第一次穿上羽绒服

12月5日一早，朋友圈一
片欢呼声，说的都是西安下雪
了。打开窗户，几乎看不到雪
花的样子，点滴的雪粒，落地
便成水。市区的雪是吝啬的，
有人说像“头皮屑”。没过多
久，太阳竟然出来了。

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刘勇说，西安市区5日出现
的是雨夹雪，里面也包括霰，
不能算是今冬下的首场雪，因
为雪花不明显，落地变成水。

据了解，霰是在高空中的
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
小冰粒，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
出现，霰又称雪丸或软雹，由
白色不透明的近似球状（有时

呈圆锥形）的、有雪状结构的
冰相粒子组成的固态降水，直
径2-5毫米，着硬地常反跳，松
脆易碎。

省气象局5日解除了重大
气象灾害（霾）Ⅳ级应急响
应。6日，陕北多云，关中、陕
南阴天间多云，陕南南部有小
雨，榆林有4-5级偏北风并伴
有浮尘天气，陕北、关中日平
均气温下降4℃-6℃。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间晴，
偏北风3-4级，-1℃～5℃；7日
多云转阴天，南部山区局地有小
雪，偏北风3-4级，-3℃～3℃；8
日阴天转多云，-4℃～2 ℃。

首席记者姬娜

周至老县城降雪 李刚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昨日雨夹雪太吝啬
今天陕北关中降6℃

12月5日，记者从陕西省
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获悉，自11
月 30日至 12月 4日，17种抗
癌药被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
围，我省医保患者在西安地区
已成功结算17例，患者购药金
额共15万余元，医保报销金额
10万余元。

据悉，用药患者可按特殊
药品申报流程在指定医院申
请用药资格，申请获批后，可

根据处方在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药店进行实时结算，在医
保报销限额内报销比例为
70%。我省第一例使用医保
结算17种抗癌药患者在西京
医院完成了购买药品瑞戈非
尼的申报工作，并于当天在定
点药店进行了结算，购药总额
5488元，医保报销 3457.4元，
个人支付2030.6元。

冉孟乐本报记者郑伊琛

17种抗癌药医保报销70%
我省医保患者在西安地区结算17例

还有两个月，春节就要到
了，能否抢到回家的火车票成
为很多人的心头病。如今有
了好消息！据媒体报道，中国
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研
发的技术带头人单杏花透露，
她和团队研发的“候补购票”
功能将于2019年春运期间上
线，届时抢票情况将会再次得

到缓解。
单杏花解释称，2019年春

运期间，旅客如果遇到车票售
完的情况，在12306平台登记
购票信息支付预购票资金后，
如有退票、余票，12306系统将
自动为其购票，无论是购票速
度还是成功率都将领先于抢
票软件。 央视

铁路部门将推“候补购票”

彩票开奖信息
体彩排列3第18332期中奖号码：9 6 5
体彩排列5第18332期中奖号码：9 6 5 4 6
福彩3D第2018332期中奖号码：3 8 8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8143期中奖号码：04 07 20 22 33

01+02 本报记者 陶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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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薛 磊 同 志（身 份 证 ：
61273019940609****）、赵加强同
志（身份证：61050219730419****），
由于您两人无故旷工，严重违反我
单位及用工单位规章制度，我公司
已于2018年6月29日、2018年10
月 25 日向您两人寄送了解除通
知，但您两位已拒收，现我单位通
知您解除《劳动合同书》、《劳务派
遣劳动合同书》。

二 、徐 坤 同 志（身 份 证 ：
61042519931026****），由于您无
故旷工，严重违反我单位及用工单

位规章制度，且您的通讯号码及通
讯地址均无效，现我单位通知您解
除《劳动合同书》。

三、祝文彦同志（身份证：
61010319700106****），我公司决
定合同到期不再与您续签。由于
您通讯地址无效，且有效通讯号码
无人接听，我公司已于2018年11
月 20 日向您发送了电子解除通
知，现通知我公司与您解除《劳务
派遣劳动合同书》。

西安鑫航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解除通知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在第 33个国际志愿者
日当天，陕西省巾帼志愿者联合会
承载着省妇联重托和全省志愿者
的期盼正式成立，标志着我省巾帼
志愿服务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新
起点。

陕西省巾帼志愿者联合会第一
届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21名，会长
1名，副会长5名，监事3名，监事长1
名、秘书长1名。雅兰纺织集团董事

长韩玲当选第一届陕西省巾帼志愿
者联合会会长，毋晋当选为秘书
长。会长韩玲当场捐赠10万元作为
联合会启动资金。

省妇联主席龚晓燕为陕西省巾
帼志愿者联合会授旗后说，省巾帼
志愿者联合会的成立是我省巾帼志
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的新起点，也
是全省巾帼志愿服务组织蓬勃发展
的新亮点，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妇女和家庭

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我省志愿服务活动如
雨后春笋般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
是广大巾帼志愿者坚持服务社会、
服务社区、服务家庭，涌现出了“红
凤工程”“妈妈环保”“春蕾计划”等
一大批享誉全国的优秀巾帼志愿组
织和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目前，全
省已有巾帼志愿者队伍228支，注册
巾帼志愿者7.1万人。

昨天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

我省巾帼志愿者
联合会成立

昨日一早，冒着风雪，陕西省慈
善协会慈善先锋志愿者服务队的志
愿者们，来到临潼区土桥初级中学。

229双手套、40套三件套，以及
米、面、油、圆珠笔、铅笔、笔记本、羽
毛球拍、乒乓球拍、书包、水壶、帽
子、杯子、围巾……看着眼前 1084
件爱心物资，该校张红红老师格外
激动。他十分清楚地记得，今年中
秋节前夕，他在三秦都市报公益记
者公众号上讲述了孩子们的微心

愿后，被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善先锋
志愿者服务队和丁水彬孝老爱亲
志愿者服务队认领，当时志愿者们
就为孩子们送上中秋礼物，包括书
包、文具盒、钢笔、水杯、月饼、教具
等 310件爱心物资。如今，爱心仍
在延续。

领过爱心手套，凡凡小心翼翼
地戴在手上，她说，山区学校冷，她
和媛媛、帅帅等好几个同学，刚入冬
不久手就习惯性冻伤了。记者看到

她的手上有冻裂的口子，看着让人
心疼。

“叔叔、阿姨，今天你们第二次
来到我们身边，为我们送来了急需
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你们像冬
天里的一把火，给我们带来了无比
的温暖，你们是幸福的使者，给我们
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今后我
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学会感恩。”凡
凡代表学生们向志愿者致敬。

首席记者姬娜

1084件爱心物资送给山区师生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由共青团西安市委、西
安市青益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举行的

“秦岭生态童话”趣味环境教育课程
（秦岭环保课堂）在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小学启动。

在昨天上午的启动仪式上，西
安工程大学“绿风”环保协会的大学
生志愿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
小学三年级100余名小学生带来了
一节关于秦岭生态保护的课程。课
程以“秦岭知识、秦岭生态、秦岭保
护”为重点，从地理意义、动植物资
源、秦岭水源地等方面，阐述了秦岭
对于陕西的重大意义与保护秦岭的
重要性。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大学生
志愿者穿插进行了一些互动小游
戏，利用“秦岭四宝”的卡通人物形
象，为小学生讲解了垃圾分类的相
关知识。用角色扮演、朗读儿歌、快
问快答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加深了

小学生对于秦岭保护、垃圾分类的
认识。同时，课程主要以游戏互动
的方式进行，极大地引起了孩子们
的好奇心和乐趣，更加投入地参与
到趣味环保课堂中来，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学到知识，有所收获，更加明
白秦岭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保护秦岭，并号
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保护我们
的秦岭家园。

同学们辨别不同水质 本报记者马昭摄

“秦岭环保课堂”校园开讲

日前，洛南县残疾人联合会理
事长赵崇启发了一条求援信息，洛
南县两个残障人士托养中心入住了
130名残疾人，山区越来越冷，很多
人缺少冬装。

接到信息后，远在西安的志愿
者温西顺在陕慈协初木公益尊老爱
幼助残服务队里发出倡议。

爱心接力赛上演，服务队花
7000 多元购买了 100 件崭新的棉
衣，有的志愿者捐出家里的棉衣，残
疾人志愿者张孝花不停地搜集拉运
爱心人士捐献的衣物。爱心企业陕

西大唐茶文化研究院、陕西海洋警
用装备有限公司等，捐了5000元和
数十件棉大衣……一周内，100件新
棉衣到货了，300余件干净整洁的旧
棉衣（羽绒服）也整理好了，还有一
些生活必需品。

华夏石材城提供爱心车辆，12
月2日，服务队20多名志愿者分乘6
辆车，满载着广大志愿者的爱心驶
往洛南县。

大家来到第一个捐助地点托养
中心，把60份装有毛巾、牙刷、牙膏
等用品的袋子送到残疾人手里。65

岁的张姓老人拿过一件羽绒服穿在
身上：“听说过羽绒服，可我之前没
穿过。这么轻的衣服竟然这么暖
和，谢谢你们！”

午后，志愿者们又来到洛南县
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向入住的残疾
人分发羽绒服、毛衣、毛巾、牙膏等
物资。小刘接过一件红色羽绒服穿
在身上：“很合身，快过年了，这件羽
绒服就是我过年的新衣服，我回家
一定好好陪妈妈生活。”工作人员
说，小刘恢复得很好，下周就可以出
院。 首席记者姬娜

残疾老人第一次穿上羽绒服

12月5日一早，朋友圈一
片欢呼声，说的都是西安下雪
了。打开窗户，几乎看不到雪
花的样子，点滴的雪粒，落地
便成水。市区的雪是吝啬的，
有人说像“头皮屑”。没过多
久，太阳竟然出来了。

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刘勇说，西安市区5日出现
的是雨夹雪，里面也包括霰，
不能算是今冬下的首场雪，因
为雪花不明显，落地变成水。

据了解，霰是在高空中的
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
小冰粒，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
出现，霰又称雪丸或软雹，由
白色不透明的近似球状（有时

呈圆锥形）的、有雪状结构的
冰相粒子组成的固态降水，直
径2-5毫米，着硬地常反跳，松
脆易碎。

省气象局5日解除了重大
气象灾害（霾）Ⅳ级应急响
应。6日，陕北多云，关中、陕
南阴天间多云，陕南南部有小
雨，榆林有4-5级偏北风并伴
有浮尘天气，陕北、关中日平
均气温下降4℃-6℃。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间晴，
偏北风3-4级，-1℃～5℃；7日
多云转阴天，南部山区局地有小
雪，偏北风3-4级，-3℃～3℃；8
日阴天转多云，-4℃～2 ℃。

首席记者姬娜

周至老县城降雪 李刚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昨日雨夹雪太吝啬
今天陕北关中降6℃

12月5日，记者从陕西省
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获悉，自11
月 30日至 12月 4日，17种抗
癌药被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
围，我省医保患者在西安地区
已成功结算17例，患者购药金
额共15万余元，医保报销金额
10万余元。

据悉，用药患者可按特殊
药品申报流程在指定医院申
请用药资格，申请获批后，可

根据处方在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药店进行实时结算，在医
保报销限额内报销比例为
70%。我省第一例使用医保
结算17种抗癌药患者在西京
医院完成了购买药品瑞戈非
尼的申报工作，并于当天在定
点药店进行了结算，购药总额
5488元，医保报销 3457.4元，
个人支付2030.6元。

冉孟乐本报记者郑伊琛

17种抗癌药医保报销70%
我省医保患者在西安地区结算17例

还有两个月，春节就要到
了，能否抢到回家的火车票成
为很多人的心头病。如今有
了好消息！据媒体报道，中国
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研
发的技术带头人单杏花透露，
她和团队研发的“候补购票”
功能将于2019年春运期间上
线，届时抢票情况将会再次得

到缓解。
单杏花解释称，2019年春

运期间，旅客如果遇到车票售
完的情况，在12306平台登记
购票信息支付预购票资金后，
如有退票、余票，12306系统将
自动为其购票，无论是购票速
度还是成功率都将领先于抢
票软件。 央视

铁路部门将推“候补购票”

彩票开奖信息
体彩排列3第18332期中奖号码：9 6 5
体彩排列5第18332期中奖号码：9 6 5 4 6
福彩3D第2018332期中奖号码：3 8 8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8143期中奖号码：04 07 20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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