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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丽莉）昨
日，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启动“春节餐桌助农计划·让山区
贫困老人温暖过年”活动。广大
市民群众的点点心意，就可帮助
山区贫困户把农产品卖出去过个
好年，让您的爱心在餐桌上体现。

昨天下午，记者从省妈妈环
保志愿者协会等单位举行“春节
餐桌助农计划·让山区贫困老人
温暖过年”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汉中市南郑区牟家坝折镇柳
沟村64岁的村民崔子吉老人的
女儿女婿外出务工，已经两个春
节都没有回家了，每年春节只有

他和老伴。因为家里穷，女儿和
女婿在外边打工也是为了多赚
点钱，他和老伴身体不好，种不
了地，在家养了两头牛、几十只
鸡和几头猪。老伴一双棉鞋已
经穿了四五年了，他今年想给老
伴买一双新鞋，再买上一身新衣
服，高高兴兴地过年。现在，他
最大愿望就是想赶快把猪和鸡
卖了换点钱过年。

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负
责人说，现阶段的农村青壮年人
基本上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
老人们越来越多。这些老人们
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在种植农

作物和饲养家畜家禽，期盼着卖
出去换钱维持家庭基本开销。
但由于销路原因，“好东西”始终
找不到买主。去年，他们在南郑
区帮助贫困户开展生态茶园管
理，扶持86户农户400多亩茶园
覆草，施用有机肥种植，扶持50
户农户茶园养鸡，形成种养结合
的小型生态茶园模式。由于村
庄电子商务刚刚起步，山区产品
还存在着销售难的问题，协会决
定从1月12日起启动春节餐桌
助农计划，让农产品摆上城市人
的餐桌，帮助 60岁以上的老人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和欢乐祥和

的春节。
据介绍，1月12日—25日受

理订单，订购农产品包括合阳县
南沟村的纯红薯粉条，宁强县中
坝村的深山椴木木耳、高寒香
菇，南郑区柳沟村的茶叶、牛肉、
土鸡、秦岭土蜜蜂等，1月 27日
—29日配送。其间，订购金额满
188元，由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
会为一位老人代捐一双棉袜；满
368元，送价值 30元收纳箱一
个，由协会为一位老人代捐一副
棉手套；满668元，送价值50元
收纳箱一个，由协会为一位老人
代捐一双棉鞋。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为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营造我
省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省人社厅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各企业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
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通知指出，各地人社部门要指导企
业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工资收
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支持企业
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
献的工资分配制度，引导企业合理确定
技术工人薪酬水平。企业要制定技术
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
分配的办法，推动技术工人享受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关政策。各地要构建
各种技能提升体系，加强劳动者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凭技能提高技术工人工资
待遇。

此外，各地要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
作，健全技术工人评价选拔制度，加大
劳动和技能竞赛培养选拔技术工人工
作力度，落实好技术工人休息休假权
利，广泛宣传技术工人劳动成果和创造
价值，探索建立技术工人监测保障，畅
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昨天，记者
从西安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气温降至
全年最低，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发病依然
处于高峰。肾综合征出血热依然处于
流行大高峰末期，仍不能放松警惕。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水痘、腮腺炎等传染病都可
通过呼吸道传播，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最重要
手段，生活中保持健康行为，如睡眠充
足、营养充分、注意锻炼身体等。保持
手卫生，提倡勤洗手，尤其是在咳嗽或
打喷嚏后、就餐前或接触污染环境后要
洗手。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环境清洁
和良好通风状态。

西安市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
学校及幼托机构要着重防范呼吸道
传染病的聚集性发病，做好晨午检工
作，对发病学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治疗”。

发烧不要自行服用退烧药

1月肾综合征出血热依然处于流
行高峰期。呼吸道、消化道或直接接触
病毒均可能引起发病。临床表现主要
以发热、出血和肾功能损害症状为主。
尽量不去野外老鼠有可能生存的地方
游玩，不在草地上坐卧、露营，不在不卫
生的小饭馆就餐。

特别需注意的是，有高热症状应立
即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用退烧
药，以免病情加重进而危及生命。

冬季呕吐病症状不一样

冬春季节易造成诺如病毒感染，因
此诺如病毒感染也常称为“冬季呕吐
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具有发病
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是
引起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
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腹泻为
多。因此预防诺如病毒感染，要保持良
好的饮食习惯和环境卫生。不要吃没
熟的食物（如海鲜、沙拉类），不吃变质、
不洁、生冷、生腌食物，食物需要至少煮
沸15-20分钟后才可放心食用。饮水
要喝开水，不喝冷水。保持居室及环境
的卫生。

距离2019年春节不足一个
月，很多想趁过年期间出国玩一
趟的游客早已准备好签证。记
者昨日从一些旅游机构获悉，春
节签证办理进入倒计时，泰国、
日本等国签证最热门。

昨日，某旅游网负责人介
绍，截至 2018年 12月 25日，全
球共有7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
开放了免签或落地签。中国护
照“含金量”持续提高，为出境旅
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助
力。同时，各国签证便利政策的

推出以及更多签证中心的设立，
也进一步带动了游客出境旅游
热情。“除夕在家过年，正月初一
和家人去泰国玩。”市民王女士
说，他们在月初办理了签证。

某旅游网大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出游签证办理高峰期主要
集中在2018年的11月、12月和
2019年的1月，提前办理签证成
为很多人的普遍选择。对于不
少游客而言，提前办理签证不但
可以避免耽误春节出游的风险，
也可以借着节前旅游产品的促

销活动享受一定优惠，比如“专
属顾问”“一站式服务”等。

据2019年春节出境旅游签
证热度排行榜显示，泰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
亚、菲律宾、加拿大、越南、英国
位列前十。其中，出境短线国家
仍然占较大比重，签证便利、飞
行时间短等有利因素，使它们成
为春节期间出境游热门目的
地。春节期间，电子签证办理热
度最高的目的地国家分别为新
加坡、澳大利亚、柬埔寨、新西

兰、越南。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
表示，出境短线方向，预计会有
大批游客前往东南亚避寒，尽情
享受东南亚美食和碧海蓝天，另
有部分去往日本北海道、东京等
地，通过赏雪景、泡温泉等方式
迎接新春的到来。与此同时，南
半球正值春夏之交，迎来最佳游
览季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目
的地也将迎来较多热衷“反季
游”的中国游客。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春节签证办理进入倒计时

泰国日本签证最热门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为保
证市民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春
节，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即日起
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坚
决杜绝事故发生。同时加大宣
传力度，倡导市民安全用气。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天然
气调度工作居于燃气输配运行
的中枢环节，在保证对全市用气
需求做出准确预测，根据天气变
化、用气习惯等及时调整，合理
安排气源调度协调，最大限度做

到供需平衡的同时，他们严密调
度监控全市30多个场站和管网
运行，确保全市管网压力平衡、
运行安全可靠。加强对高中压
场站巡查检查和安全监控力度，
关注供气压力波动状况下调压
器、过滤器滤芯和两端压差情
况，强化重点关键设备、部位的
检查维护，确保各场站运行
安全。

即日起，秦华天然气公司抽
调技术人员，全面对管网设备和

阀井进行全面巡检查漏，进一步
加大检查频次和密度，确保不遗
漏、无死角。尤其是要做好老旧
管网的重点检查监控，对天然气
管网附近的沟道、箱涵、井室等
地下密闭空间进行检查检测；
对安装的燃气泄漏报警仪加强
检查维护；对地裂带附近阀门
和补偿器的应力变化定期监
控；对调压箱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维护保养。另外，还抽
调业务骨干人员，对城中村、隐

患风险集中的小区开展户内安
检，对发现的隐患建立隐患台
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进
行整改，直至隐患得到控制和
消除。特别加强对新通气的老
旧小区安全使用天然气的宣传
力度，提高户内安全水平。针对
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锅炉房
户内的燃气设施进行重点检查，
及时处理用户报修。在确保优
质服务的同时，做好安全用气和
节约用气宣传工作。

西安全面检查天然气安全

1月12日，西汽集团劳模创
新工作室内，在多名先进驾驶员
和家属的共同见证下，王志忠、
贾天佺两位西安市级劳模司机
和爱心车厢创始人刘卫与各自
的徒弟签订了“师徒传帮带结
对”协议。

伴随着大家热烈的掌声，师
父们还给各自的徒弟送上了礼
物。王师傅把一个杯子递给徒
弟：“送杯子，代表一辈子，我们
要永远爱这个行业，咱们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今年59岁的王志
忠从事出租车行业有 20余年，
雷锋车队刚成立时他就成为其
中一员。上世纪 90年代，他加
入出租车行业，那时候社会车辆
很少，他看到外面有老弱病残孕
和高考的学生，就想去帮助他
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标语贴在车

上，写着免费为高考生服务。“那
会儿很多人不理解，给我起了个
外号叫‘二傻子’，但是我有我的
信念。”从开始的不支持，不理
解，到后来得到了家里的认可。
和他结对的徒弟刚加入出租车
行业两年，很有上进心，希望把
雷锋车队的精神传承下去。

贾天佺开出租车到现在已
有 25年，见证了西安每一砖每
一瓦的变化，大街小巷很熟悉，
像个活地图。他有个帮扶对象，
多年前因“帮残疾人逛西安”活
动结识，贾师傅把自己的电话留
给对方，“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需要帮忙，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没想到我就去了。”这一帮就
是8年，8年来，贾师傅一直免费
接送帮助对方。

刘卫的徒弟叫周洋，周洋说：

“我加入雷锋车队是受师傅影响，
签订协议后，继续传承大爱精
神。”集团党委书记苏锋表示，17
名优秀驾驶员的家属代表为西汽
集团劳模工作室揭牌，同时他们
开展“师徒传帮带结对”活动，要

发挥劳模工作室技术技能传承、
服务理念提升、示范引领发挥、学
习教育培训的作用，让大家零距离
学习感受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双方签订协议 本报记者陈飞波实习生辛乐怡文摄

劳模的哥与徒弟签结对协议

春节餐桌助农计划启动

让山区贫困老人温暖过年
我省将提高
技术工人工资待遇

高热症状
切勿自服退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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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丽莉）昨
日，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启动“春节餐桌助农计划·让山区
贫困老人温暖过年”活动。广大
市民群众的点点心意，就可帮助
山区贫困户把农产品卖出去过个
好年，让您的爱心在餐桌上体现。

昨天下午，记者从省妈妈环
保志愿者协会等单位举行“春节
餐桌助农计划·让山区贫困老人
温暖过年”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汉中市南郑区牟家坝折镇柳
沟村64岁的村民崔子吉老人的
女儿女婿外出务工，已经两个春
节都没有回家了，每年春节只有

他和老伴。因为家里穷，女儿和
女婿在外边打工也是为了多赚
点钱，他和老伴身体不好，种不
了地，在家养了两头牛、几十只
鸡和几头猪。老伴一双棉鞋已
经穿了四五年了，他今年想给老
伴买一双新鞋，再买上一身新衣
服，高高兴兴地过年。现在，他
最大愿望就是想赶快把猪和鸡
卖了换点钱过年。

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负
责人说，现阶段的农村青壮年人
基本上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
老人们越来越多。这些老人们
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在种植农

作物和饲养家畜家禽，期盼着卖
出去换钱维持家庭基本开销。
但由于销路原因，“好东西”始终
找不到买主。去年，他们在南郑
区帮助贫困户开展生态茶园管
理，扶持86户农户400多亩茶园
覆草，施用有机肥种植，扶持50
户农户茶园养鸡，形成种养结合
的小型生态茶园模式。由于村
庄电子商务刚刚起步，山区产品
还存在着销售难的问题，协会决
定从1月12日起启动春节餐桌
助农计划，让农产品摆上城市人
的餐桌，帮助 60岁以上的老人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和欢乐祥和

的春节。
据介绍，1月12日—25日受

理订单，订购农产品包括合阳县
南沟村的纯红薯粉条，宁强县中
坝村的深山椴木木耳、高寒香
菇，南郑区柳沟村的茶叶、牛肉、
土鸡、秦岭土蜜蜂等，1月 27日
—29日配送。其间，订购金额满
188元，由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
会为一位老人代捐一双棉袜；满
368元，送价值 30元收纳箱一
个，由协会为一位老人代捐一副
棉手套；满668元，送价值50元
收纳箱一个，由协会为一位老人
代捐一双棉鞋。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为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营造我
省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省人社厅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各企业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
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通知指出，各地人社部门要指导企
业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工资收
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支持企业
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
献的工资分配制度，引导企业合理确定
技术工人薪酬水平。企业要制定技术
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
分配的办法，推动技术工人享受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关政策。各地要构建
各种技能提升体系，加强劳动者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凭技能提高技术工人工资
待遇。

此外，各地要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
作，健全技术工人评价选拔制度，加大
劳动和技能竞赛培养选拔技术工人工
作力度，落实好技术工人休息休假权
利，广泛宣传技术工人劳动成果和创造
价值，探索建立技术工人监测保障，畅
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昨天，记者
从西安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气温降至
全年最低，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发病依然
处于高峰。肾综合征出血热依然处于
流行大高峰末期，仍不能放松警惕。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水痘、腮腺炎等传染病都可
通过呼吸道传播，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最重要
手段，生活中保持健康行为，如睡眠充
足、营养充分、注意锻炼身体等。保持
手卫生，提倡勤洗手，尤其是在咳嗽或
打喷嚏后、就餐前或接触污染环境后要
洗手。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环境清洁
和良好通风状态。

西安市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
学校及幼托机构要着重防范呼吸道
传染病的聚集性发病，做好晨午检工
作，对发病学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治疗”。

发烧不要自行服用退烧药

1月肾综合征出血热依然处于流
行高峰期。呼吸道、消化道或直接接触
病毒均可能引起发病。临床表现主要
以发热、出血和肾功能损害症状为主。
尽量不去野外老鼠有可能生存的地方
游玩，不在草地上坐卧、露营，不在不卫
生的小饭馆就餐。

特别需注意的是，有高热症状应立
即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用退烧
药，以免病情加重进而危及生命。

冬季呕吐病症状不一样

冬春季节易造成诺如病毒感染，因
此诺如病毒感染也常称为“冬季呕吐
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具有发病
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是
引起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
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腹泻为
多。因此预防诺如病毒感染，要保持良
好的饮食习惯和环境卫生。不要吃没
熟的食物（如海鲜、沙拉类），不吃变质、
不洁、生冷、生腌食物，食物需要至少煮
沸15-20分钟后才可放心食用。饮水
要喝开水，不喝冷水。保持居室及环境
的卫生。

距离2019年春节不足一个
月，很多想趁过年期间出国玩一
趟的游客早已准备好签证。记
者昨日从一些旅游机构获悉，春
节签证办理进入倒计时，泰国、
日本等国签证最热门。

昨日，某旅游网负责人介
绍，截至 2018年 12月 25日，全
球共有7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
开放了免签或落地签。中国护
照“含金量”持续提高，为出境旅
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助
力。同时，各国签证便利政策的

推出以及更多签证中心的设立，
也进一步带动了游客出境旅游
热情。“除夕在家过年，正月初一
和家人去泰国玩。”市民王女士
说，他们在月初办理了签证。

某旅游网大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出游签证办理高峰期主要
集中在2018年的11月、12月和
2019年的1月，提前办理签证成
为很多人的普遍选择。对于不
少游客而言，提前办理签证不但
可以避免耽误春节出游的风险，
也可以借着节前旅游产品的促

销活动享受一定优惠，比如“专
属顾问”“一站式服务”等。

据2019年春节出境旅游签
证热度排行榜显示，泰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
亚、菲律宾、加拿大、越南、英国
位列前十。其中，出境短线国家
仍然占较大比重，签证便利、飞
行时间短等有利因素，使它们成
为春节期间出境游热门目的
地。春节期间，电子签证办理热
度最高的目的地国家分别为新
加坡、澳大利亚、柬埔寨、新西

兰、越南。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
表示，出境短线方向，预计会有
大批游客前往东南亚避寒，尽情
享受东南亚美食和碧海蓝天，另
有部分去往日本北海道、东京等
地，通过赏雪景、泡温泉等方式
迎接新春的到来。与此同时，南
半球正值春夏之交，迎来最佳游
览季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目
的地也将迎来较多热衷“反季
游”的中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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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签证办理进入倒计时

泰国日本签证最热门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为保
证市民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春
节，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即日起
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坚
决杜绝事故发生。同时加大宣
传力度，倡导市民安全用气。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天然
气调度工作居于燃气输配运行
的中枢环节，在保证对全市用气
需求做出准确预测，根据天气变
化、用气习惯等及时调整，合理
安排气源调度协调，最大限度做

到供需平衡的同时，他们严密调
度监控全市30多个场站和管网
运行，确保全市管网压力平衡、
运行安全可靠。加强对高中压
场站巡查检查和安全监控力度，
关注供气压力波动状况下调压
器、过滤器滤芯和两端压差情
况，强化重点关键设备、部位的
检查维护，确保各场站运行
安全。

即日起，秦华天然气公司抽
调技术人员，全面对管网设备和

阀井进行全面巡检查漏，进一步
加大检查频次和密度，确保不遗
漏、无死角。尤其是要做好老旧
管网的重点检查监控，对天然气
管网附近的沟道、箱涵、井室等
地下密闭空间进行检查检测；
对安装的燃气泄漏报警仪加强
检查维护；对地裂带附近阀门
和补偿器的应力变化定期监
控；对调压箱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维护保养。另外，还抽
调业务骨干人员，对城中村、隐

患风险集中的小区开展户内安
检，对发现的隐患建立隐患台
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进
行整改，直至隐患得到控制和
消除。特别加强对新通气的老
旧小区安全使用天然气的宣传
力度，提高户内安全水平。针对
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锅炉房
户内的燃气设施进行重点检查，
及时处理用户报修。在确保优
质服务的同时，做好安全用气和
节约用气宣传工作。

西安全面检查天然气安全

1月12日，西汽集团劳模创
新工作室内，在多名先进驾驶员
和家属的共同见证下，王志忠、
贾天佺两位西安市级劳模司机
和爱心车厢创始人刘卫与各自
的徒弟签订了“师徒传帮带结
对”协议。

伴随着大家热烈的掌声，师
父们还给各自的徒弟送上了礼
物。王师傅把一个杯子递给徒
弟：“送杯子，代表一辈子，我们
要永远爱这个行业，咱们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今年59岁的王志
忠从事出租车行业有 20余年，
雷锋车队刚成立时他就成为其
中一员。上世纪 90年代，他加
入出租车行业，那时候社会车辆
很少，他看到外面有老弱病残孕
和高考的学生，就想去帮助他
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标语贴在车

上，写着免费为高考生服务。“那
会儿很多人不理解，给我起了个
外号叫‘二傻子’，但是我有我的
信念。”从开始的不支持，不理
解，到后来得到了家里的认可。
和他结对的徒弟刚加入出租车
行业两年，很有上进心，希望把
雷锋车队的精神传承下去。

贾天佺开出租车到现在已
有 25年，见证了西安每一砖每
一瓦的变化，大街小巷很熟悉，
像个活地图。他有个帮扶对象，
多年前因“帮残疾人逛西安”活
动结识，贾师傅把自己的电话留
给对方，“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需要帮忙，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没想到我就去了。”这一帮就
是8年，8年来，贾师傅一直免费
接送帮助对方。

刘卫的徒弟叫周洋，周洋说：

“我加入雷锋车队是受师傅影响，
签订协议后，继续传承大爱精
神。”集团党委书记苏锋表示，17
名优秀驾驶员的家属代表为西汽
集团劳模工作室揭牌，同时他们
开展“师徒传帮带结对”活动，要

发挥劳模工作室技术技能传承、
服务理念提升、示范引领发挥、学
习教育培训的作用，让大家零距离
学习感受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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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订协议 本报记者陈飞波实习生辛乐怡文摄

劳模的哥与徒弟签结对协议

春节餐桌助农计划启动

让山区贫困老人温暖过年
我省将提高
技术工人工资待遇

高热症状
切勿自服退烧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