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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购玩
具、买零食、套现款……鉴于部
分学生家长反映自制力差的中
小学生拿着长安通学生卡，除了
吃早餐、坐公交和地铁外还在外

“玩阔气”，要求限制学生卡部分
功能的情况，西安长安通支付有
限责任公司决定从1月14日零
时起，先行停止学生卡在各便利
店及放心早餐的消费功能，但持
学生卡乘坐公交、地铁，租赁公
共自行车均不受影响。

家住西安市东窑坊小区的
耿女士说，她儿子在建国路小学
上学，去年9月份办了张长安通
学生卡，不到一周，卡上就没钱

了，她随后又给充了 100元，仅
仅过了两周，又说卡上没钱了，
她问卡上的钱咋花得这么快？
孩子说除了每天坐公交车、买放
心早餐外，在附近便利店用乘车
卡买零食和文具了。她听到后，
把孩子批评了一顿，让以后不要
再胡乱买东西。她后来在学校
门口问了几名孩子，都说拿长安
通乘车卡买过东西。她又到一
家便利店询问工作人员，对方说
确实可以刷长安通买东西。

昨天中午，记者在建国路、
东羊市等几所中小学校周边进
行采访，多数孩子都表示用乘车
卡买过东西，其中一名小学生

说，他和同学们通常刷卡买辣条
和小玩具。在东羊市东口，一名
初二年级的男孩说，“用乘车卡
买东西都是‘小儿科’，我们一般
都在超市‘套现’，比如卡上的10
元钱可以兑换成8元现金，变现
后可以到别处去买东西。”记者
问其在哪里可以“套现”？对方诡
秘地一笑说，“那不能告诉你。”
接着转身朝校门跑去。一名小
学生家长说，“要是从小养成了
乱花钱的习惯，那还了得？”

记者从西安长安通支付有
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长安通是中
国人民银行颁发支付业务许可
的支付机构，长安通卡除具有公

共交通应用之外，还可在公共缴
费、医疗健康、集团用户、小额消
费、餐饮娱乐等领域中使用。鉴
于部分学生家长反馈一些孩子
持卡购玩具、买零食、套现款的
信息，他们调研后，决定对长安
通学生卡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重
新进行研判。将于1月14日零
时起先行停止学生卡在各便利
店及放心早餐的消费功能，但持
学生卡乘坐公交、地铁，租赁公
共自行车均不受影响。另外，将
在3月20日之前完成长安通机
具的升级改造，进一步优化学生
卡应用控制，届时可实现对学生
卡刷卡次数和金额的限制。

长安通学生卡将停止购物功能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
昨日获悉，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局
属各公园，截至1月10日全部成
立公园全面开放指挥部，并制定
服务管理方案，确保公园开放后
管理有序、环境整洁、游客安全。

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工作
安排，西安市城市管理局 2018
年12月底前已经拆除12个公园
的围墙，包括革命公园、长乐公
园、莲湖公园、文景山公园、红光
公园、丰庆公园、纺织公园等7个
市管公园，以及儿童公园、环城
西苑等5个各区、开发区主管公
园。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所属的
劳动公园、环城公园、凤凰池生
态谷和汉城湖风景区 4个公园

的围墙计划2019年12月底前拆
除，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公园处
相关负责人说，为保障公园全面
开放后安全有序运行，西安市城
市管理局成立以局长李平伟为
组长的公园全面开放指挥部，负
责指挥部日常事务，要求局属各
公园相应成立公园全面开放指
挥部，强化服务保障意识，更新
管理观念，改革管理方式，尽快
适应公园免费开放、拆除围墙后
的管理特点，结合实际完善公园
服务管理工作制度方案，通过增
加服务设施，增添便民设备，平
整美化园路等举措优化服务环
境，进一步提升公园服务管理工

作效果，为市民游人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要求，
针对公园拆除围墙后可能出现
的情况，要早预判、早研究，制
定比较完备、操作性和针对性
强的管理措施，做到涉及公园管
理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每
一件事都能照章处置。各级公
园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游人的安
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教
育，增强游园群众自我管理的意
识。在公园的显要位置，包括卫
生间、水域、游乐场等地方张贴、
发放相关规定、须知，利用LED
显示屏、广播等提醒教育游人遵
守相关制度规定，增强配合管理

的自觉意识，共同提升公园管
理效果。

西安市的公园普遍都有湖
面和山体，公园拆除围墙后，游
园市民增多，夜间安全管理隐患
相应会增多，管理工作任务更加
艰巨，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要求各
公园管理机构要及时修订完善
《公园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处
置预案》，实行管理工作责任包
干，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安装安
防设施设备，增强夜间安全巡查
力量配备、增加夜间安全巡查频
次，扩大夜间安全巡查覆盖范
围，切实保证游人游园的安全。
截至昨日，各公园全面开放指挥
部已经全部成立到位。

西安为公园全面免费开放做准备

各公园成立全面开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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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者从
西安市人社局获悉，为吸引更多的高层次
人才落户西安，西安市先后出台一系列
利好政策。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与博士
后创新基地签订劳动合同，或开展技术
合作的博士后创新研发人员，最高20万
元的一次性补助。给予新设立的博士后
创新基地一次性奖励10万元。

目前，西安市已在18家单位创建
博士后创新基地。据了解，凡建有市级
以上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或同等水平的科技研究开
发机构，或承担重大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项目的单位，以及有博士生导师参与的
科技创新项目单位，可优先设立。

西安创建18个
博士后创新基地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记者张艳芳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昨日，记者了解到，
经西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批准，
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将重污染天气预警
等级由黄色预警升级至橙色预警，从1
月10日22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Ⅱ级应急响应）。

昨日14:30左右，零零星星的雪花从
空中飘洒下来，让不少人惊呼“这简直是
今天最大的惊喜”。虽然只下了一点点，
雨夹雪、毛毛雪、“头皮雪”，但是，不少人
的朋友圈，被西安下雪的消息刷屏。气
象数据显示，9日7时-10日7时，陕南部
分地方共152个监测站出现雨雪天气。

11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陕
南阴天转多云，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到重
度霾；12日：陕北多云间阴天，关中、陕
南多云，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到重度霾；
13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南多
云。西安今天白天小雪转多云，有中到
重度霾，-4℃～4℃；今晚到12日多云转
晴，有中到重度霾，-6℃～5℃；13日多
云，-3℃～5℃，有中度霾。

西安昨日雪花飘
关中今明雾霾到

本报两则新闻报道获奖

传递善意，激发善行。这是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打造“天天正
能量”平台的宗旨，也是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连续第二年启动
年度正能量评选的初心。

本届年度评选的所有候选
正能量案例，均曾被各地主流媒
体报道并引发广泛关注，并根据
候选案例的性质和特点，划分为

“正能量瞬间”和“正能量故事”
两个类别。

本报两则新闻案例《陕西最
美嫂娘跨越血缘的爱》《两台手
术间隙医生抽空打吊瓶》的主人
公贺晶晶、李鹏、李伟的事迹，经
过众多读者及网友推荐，成功入
围候选。

1月10日，最终由46家权威
媒体的评委及大众网友以8：2的
比例进行投票点赞，这两则新闻
报道案例从全国76个候选案例

中脱颖而出，分别获评 2018年
度十大正能量故事、2018年度十
大正能量瞬间，贺晶晶、李鹏、李
伟获得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称
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
46家参评媒体中，只有三秦都市
报一家媒体同时有两个新闻案
例获奖，可谓独树一帜。

陕西最美嫂娘贺晶晶

陕西最美嫂娘贺晶晶，抚养
小姑子长大、供其上大学、借债
救患癌小姑子。小姑子去世后，
贺晶晶夫妇把社会各界捐给小
姑子治病剩余的10万元善款捐
出来，成立三秦红凤金玉基金，
这是我省首家由因病受助的受
助人家属用剩余善款建立的公
益基金。

昨日，得知获奖后，贺晶晶
说：“我的故事里更多的是别人
帮助我们，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
激之情，感谢所有人对我们一家

人的关心和帮助，当我听说三秦
红凤金玉基金发放给学生的时
候，心中默默地说，妹妹看到了
吧，我们替你完成心愿了，希望
大家把这份爱心延续下去，让三
秦红凤金玉基金可以长久延续
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公益路上大家同行！”

陕西最美医生打吊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两名医生李鹏和李伟，在手术
室里，利用两台手术的间隙时间
打吊针的照片，在网上流传，感
动了无数网友。

李鹏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同
时也是小儿外科主任，李伟是该
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获奖后，两人表达了同一
个观点：医生的天职就是为患
者解除病痛，他们凭着对生命
的尊重与珍爱和对患者及其家
人尽心尽责的理念，忠实地履
行着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始
终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
医学誓言，努力担当社会赋予
的崇高职责，自觉维护医生这
个职业的真诚、仁爱、友善和
奉献。

10万公益金将用于
在陕西开展公益活动

评选期间，网友为候选正能
量案例每点一次赞，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拿出 10元公益金（最
高 100万公益金），用于联合获
奖案例推荐媒体共同开展“让爱
多一度”主题公益活动。

1月4日零点，评选正式启动
后，数十万计的网友纷纷涌入活
动页面参与点赞。仅一天，100
万元公益金目标即宣告达成。

伴随着贺晶晶、李鹏和李伟
的当选，意味着百万公益金有咱
陕西的两份，10万公益金将用于
在陕西开展公益活动。

“每一次评选，都是一次爱
与善良的精神洗礼。最终登上
榜单的是 20组名字，但相信留
在大家心底的，是对人性至真至
善的感动与共鸣。我们期待，这
些属于 2018的不凡与最美，经
过这次评选能浸润人心，在新的
一年化为身边的平常，成为托起
整个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平台总监王
崇和说。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1月1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30省市区46家媒
体开展的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结果揭晓，三秦都市报报道并
推荐的新闻主人公贺晶晶、李鹏和李伟获得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
称号。在全国46家参评媒体中，只有三秦都市报一家媒体同时有
两则新闻报道获奖，可谓独树一帜。

陕西最美嫂娘最美医生获全国正能量人物

三秦都市报两则新闻报道获奖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近日从

省招生办获悉，2019年高校招收保送
生工作已拉开帷幕。具有保送生资格
的考生分别是：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
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
子女、退役运动员。

据悉，招收保送生的高校根据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等部（局）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校实际，制定保送生招生简
章，并通过本校网站向社会公布。具备
保送资格的考生向有关学校或部门提
出保送申请。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集训队成员，由本人向高校申请
并经高校审核。符合保送条件的退役
运动员，可自行联系高校申请免试入
学，并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体育局、中
央军委体育管理部门以及体育总局各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进行资格审核。符
合保送条件的公安英烈子女，可向烈士
生前所在单位或英烈现工作单位提出
书面申请，逐级报至省（区、市）公安厅
（局）政治部审核。

今年高考招生
五类考生有保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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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购玩
具、买零食、套现款……鉴于部
分学生家长反映自制力差的中
小学生拿着长安通学生卡，除了
吃早餐、坐公交和地铁外还在外

“玩阔气”，要求限制学生卡部分
功能的情况，西安长安通支付有
限责任公司决定从1月14日零
时起，先行停止学生卡在各便利
店及放心早餐的消费功能，但持
学生卡乘坐公交、地铁，租赁公
共自行车均不受影响。

家住西安市东窑坊小区的
耿女士说，她儿子在建国路小学
上学，去年9月份办了张长安通
学生卡，不到一周，卡上就没钱

了，她随后又给充了 100元，仅
仅过了两周，又说卡上没钱了，
她问卡上的钱咋花得这么快？
孩子说除了每天坐公交车、买放
心早餐外，在附近便利店用乘车
卡买零食和文具了。她听到后，
把孩子批评了一顿，让以后不要
再胡乱买东西。她后来在学校
门口问了几名孩子，都说拿长安
通乘车卡买过东西。她又到一
家便利店询问工作人员，对方说
确实可以刷长安通买东西。

昨天中午，记者在建国路、
东羊市等几所中小学校周边进
行采访，多数孩子都表示用乘车
卡买过东西，其中一名小学生

说，他和同学们通常刷卡买辣条
和小玩具。在东羊市东口，一名
初二年级的男孩说，“用乘车卡
买东西都是‘小儿科’，我们一般
都在超市‘套现’，比如卡上的10
元钱可以兑换成8元现金，变现
后可以到别处去买东西。”记者
问其在哪里可以“套现”？对方诡
秘地一笑说，“那不能告诉你。”
接着转身朝校门跑去。一名小
学生家长说，“要是从小养成了
乱花钱的习惯，那还了得？”

记者从西安长安通支付有
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长安通是中
国人民银行颁发支付业务许可
的支付机构，长安通卡除具有公

共交通应用之外，还可在公共缴
费、医疗健康、集团用户、小额消
费、餐饮娱乐等领域中使用。鉴
于部分学生家长反馈一些孩子
持卡购玩具、买零食、套现款的
信息，他们调研后，决定对长安
通学生卡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重
新进行研判。将于1月14日零
时起先行停止学生卡在各便利
店及放心早餐的消费功能，但持
学生卡乘坐公交、地铁，租赁公
共自行车均不受影响。另外，将
在3月20日之前完成长安通机
具的升级改造，进一步优化学生
卡应用控制，届时可实现对学生
卡刷卡次数和金额的限制。

长安通学生卡将停止购物功能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
昨日获悉，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局
属各公园，截至1月10日全部成
立公园全面开放指挥部，并制定
服务管理方案，确保公园开放后
管理有序、环境整洁、游客安全。

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工作
安排，西安市城市管理局 2018
年12月底前已经拆除12个公园
的围墙，包括革命公园、长乐公
园、莲湖公园、文景山公园、红光
公园、丰庆公园、纺织公园等7个
市管公园，以及儿童公园、环城
西苑等5个各区、开发区主管公
园。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所属的
劳动公园、环城公园、凤凰池生
态谷和汉城湖风景区 4个公园

的围墙计划2019年12月底前拆
除，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公园处
相关负责人说，为保障公园全面
开放后安全有序运行，西安市城
市管理局成立以局长李平伟为
组长的公园全面开放指挥部，负
责指挥部日常事务，要求局属各
公园相应成立公园全面开放指
挥部，强化服务保障意识，更新
管理观念，改革管理方式，尽快
适应公园免费开放、拆除围墙后
的管理特点，结合实际完善公园
服务管理工作制度方案，通过增
加服务设施，增添便民设备，平
整美化园路等举措优化服务环
境，进一步提升公园服务管理工

作效果，为市民游人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要求，
针对公园拆除围墙后可能出现
的情况，要早预判、早研究，制
定比较完备、操作性和针对性
强的管理措施，做到涉及公园管
理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每
一件事都能照章处置。各级公
园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游人的安
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教
育，增强游园群众自我管理的意
识。在公园的显要位置，包括卫
生间、水域、游乐场等地方张贴、
发放相关规定、须知，利用LED
显示屏、广播等提醒教育游人遵
守相关制度规定，增强配合管理

的自觉意识，共同提升公园管
理效果。

西安市的公园普遍都有湖
面和山体，公园拆除围墙后，游
园市民增多，夜间安全管理隐患
相应会增多，管理工作任务更加
艰巨，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要求各
公园管理机构要及时修订完善
《公园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处
置预案》，实行管理工作责任包
干，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安装安
防设施设备，增强夜间安全巡查
力量配备、增加夜间安全巡查频
次，扩大夜间安全巡查覆盖范
围，切实保证游人游园的安全。
截至昨日，各公园全面开放指挥
部已经全部成立到位。

西安为公园全面免费开放做准备

各公园成立全面开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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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者从
西安市人社局获悉，为吸引更多的高层次
人才落户西安，西安市先后出台一系列
利好政策。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与博士
后创新基地签订劳动合同，或开展技术
合作的博士后创新研发人员，最高20万
元的一次性补助。给予新设立的博士后
创新基地一次性奖励10万元。

目前，西安市已在18家单位创建
博士后创新基地。据了解，凡建有市级
以上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或同等水平的科技研究开
发机构，或承担重大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项目的单位，以及有博士生导师参与的
科技创新项目单位，可优先设立。

西安创建18个
博士后创新基地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记者张艳芳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昨日，记者了解到，
经西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批准，
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将重污染天气预警
等级由黄色预警升级至橙色预警，从1
月10日22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Ⅱ级应急响应）。

昨日14:30左右，零零星星的雪花从
空中飘洒下来，让不少人惊呼“这简直是
今天最大的惊喜”。虽然只下了一点点，
雨夹雪、毛毛雪、“头皮雪”，但是，不少人
的朋友圈，被西安下雪的消息刷屏。气
象数据显示，9日7时-10日7时，陕南部
分地方共152个监测站出现雨雪天气。

11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陕
南阴天转多云，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到重
度霾；12日：陕北多云间阴天，关中、陕
南多云，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到重度霾；
13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南多
云。西安今天白天小雪转多云，有中到
重度霾，-4℃～4℃；今晚到12日多云转
晴，有中到重度霾，-6℃～5℃；13日多
云，-3℃～5℃，有中度霾。

西安昨日雪花飘
关中今明雾霾到

本报两则新闻报道获奖

传递善意，激发善行。这是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打造“天天正
能量”平台的宗旨，也是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连续第二年启动
年度正能量评选的初心。

本届年度评选的所有候选
正能量案例，均曾被各地主流媒
体报道并引发广泛关注，并根据
候选案例的性质和特点，划分为

“正能量瞬间”和“正能量故事”
两个类别。

本报两则新闻案例《陕西最
美嫂娘跨越血缘的爱》《两台手
术间隙医生抽空打吊瓶》的主人
公贺晶晶、李鹏、李伟的事迹，经
过众多读者及网友推荐，成功入
围候选。

1月10日，最终由46家权威
媒体的评委及大众网友以8：2的
比例进行投票点赞，这两则新闻
报道案例从全国76个候选案例

中脱颖而出，分别获评 2018年
度十大正能量故事、2018年度十
大正能量瞬间，贺晶晶、李鹏、李
伟获得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称
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
46家参评媒体中，只有三秦都市
报一家媒体同时有两个新闻案
例获奖，可谓独树一帜。

陕西最美嫂娘贺晶晶

陕西最美嫂娘贺晶晶，抚养
小姑子长大、供其上大学、借债
救患癌小姑子。小姑子去世后，
贺晶晶夫妇把社会各界捐给小
姑子治病剩余的10万元善款捐
出来，成立三秦红凤金玉基金，
这是我省首家由因病受助的受
助人家属用剩余善款建立的公
益基金。

昨日，得知获奖后，贺晶晶
说：“我的故事里更多的是别人
帮助我们，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
激之情，感谢所有人对我们一家

人的关心和帮助，当我听说三秦
红凤金玉基金发放给学生的时
候，心中默默地说，妹妹看到了
吧，我们替你完成心愿了，希望
大家把这份爱心延续下去，让三
秦红凤金玉基金可以长久延续
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公益路上大家同行！”

陕西最美医生打吊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两名医生李鹏和李伟，在手术
室里，利用两台手术的间隙时间
打吊针的照片，在网上流传，感
动了无数网友。

李鹏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同
时也是小儿外科主任，李伟是该
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获奖后，两人表达了同一
个观点：医生的天职就是为患
者解除病痛，他们凭着对生命
的尊重与珍爱和对患者及其家
人尽心尽责的理念，忠实地履
行着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始
终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
医学誓言，努力担当社会赋予
的崇高职责，自觉维护医生这
个职业的真诚、仁爱、友善和
奉献。

10万公益金将用于
在陕西开展公益活动

评选期间，网友为候选正能
量案例每点一次赞，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拿出 10元公益金（最
高 100万公益金），用于联合获
奖案例推荐媒体共同开展“让爱
多一度”主题公益活动。

1月4日零点，评选正式启动
后，数十万计的网友纷纷涌入活
动页面参与点赞。仅一天，100
万元公益金目标即宣告达成。

伴随着贺晶晶、李鹏和李伟
的当选，意味着百万公益金有咱
陕西的两份，10万公益金将用于
在陕西开展公益活动。

“每一次评选，都是一次爱
与善良的精神洗礼。最终登上
榜单的是 20组名字，但相信留
在大家心底的，是对人性至真至
善的感动与共鸣。我们期待，这
些属于 2018的不凡与最美，经
过这次评选能浸润人心，在新的
一年化为身边的平常，成为托起
整个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平台总监王
崇和说。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1月1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30省市区46家媒
体开展的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结果揭晓，三秦都市报报道并
推荐的新闻主人公贺晶晶、李鹏和李伟获得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
称号。在全国46家参评媒体中，只有三秦都市报一家媒体同时有
两则新闻报道获奖，可谓独树一帜。

陕西最美嫂娘最美医生获全国正能量人物

三秦都市报两则新闻报道获奖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近日从

省招生办获悉，2019年高校招收保送
生工作已拉开帷幕。具有保送生资格
的考生分别是：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
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
子女、退役运动员。

据悉，招收保送生的高校根据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等部（局）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校实际，制定保送生招生简
章，并通过本校网站向社会公布。具备
保送资格的考生向有关学校或部门提
出保送申请。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集训队成员，由本人向高校申请
并经高校审核。符合保送条件的退役
运动员，可自行联系高校申请免试入
学，并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体育局、中
央军委体育管理部门以及体育总局各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进行资格审核。符
合保送条件的公安英烈子女，可向烈士
生前所在单位或英烈现工作单位提出
书面申请，逐级报至省（区、市）公安厅
（局）政治部审核。

今年高考招生
五类考生有保送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