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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姬娜）108国道临
潼收费站（西安临潼公路收费站）日
前停止收费，目前，拆除工作正在有
序准备中。

据了解，西临快速干道（西安十
里铺到临潼兵马俑城市快速干道）
是陕西省、西安市重点公路建设项
目，项目建成以来，西安到临潼兵马
俑旅游线路通行条件大为改善，既
有高速公路可以抵达，也可通过一
级公路到达，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
济发展和旅游发展。不过，也有市
民网友反映，对收费站周边发展形
成了一定的制约，增加了过往群众
负担。

西安市交通运输部门曾给网友
的回复中称：“108国道临潼收费站
收费期限至 2019年 9月 30日。目
前，已启动撤站相关准备工作，并将
撤站文件上报省交通运输厅，待省
交通运输厅报省政府批复后执行。”

记者昨日从西安市临潼区委宣
传部官方微信号“美丽临潼”之前发
布的消息中看到，其向108国道临潼
收费站（西安临潼公路收费站）有关工
作人员确认，收费站已于9月30日停
止收费，拆除工作正在有序准备中。

108国道临潼收费站
停止收费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10月9日
至11月8日，以“创贷政策惠民生，帮
您编织幸福梦”为主题的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宣传月活动将在全省各地
开展。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了解
到，我省研发的创业担保贷款线上
服务平台系统将在明年初正式上线
运行。

据介绍，我省的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自2003年实施以来,截至今年8
月底，全省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88.83亿元，直接扶持64.97万人成
功创业，带动220.42万人实现就业，
回收率保持在98%以上。此次政策
宣传月将大力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政策，特别是调整后的新政策以
及创业担保贷款线上服务平台建设
等方面的新措施。据介绍，调整后
的新政策将个人借款人贷款最高额
度从10万元上调至15万元，企业借
款人贷款最高额度从200万元上调
至300万元。调整后，在符合原有贷
款扶持的对象及条件的基础上，持
有《陕西省居住证》的非本省户籍人
也能办理。还有信用乡村推荐的个
人借款人原则上可免除反担保。对
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
目好的借款个人和小微企业，可继
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自
2018年3月27日起，累计次数不得
超过3次。此外，我省研发的创业担
保贷款线上服务平台系统，将在明
年初正式上线运行。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宣传月启动

创业担保贷款
明年线上办理

今天全省有雨
本周持续阴雨

昨日，人们看到的又是一个
阴雨天，拿气象数据来说也是如
此，7日7时-8日7时，我省27县
区841站出现降雨。下午，西安
城区平均温度为15.5℃，寒意浓。

来自省气象台的本周天气
展望显示，预计本周关中、陕南
多阴雨天气，周内关中南部、陕
南阴雨天气维持。9日：榆林南
部有小雨，延安、关中和陕南有

小到中雨；10日：陕北多云，关
中、陕南阴天间多云，关中南部、
陕南有小到中雨，陕南南部部分
地方有大雨；11日：全省阴天间
多云，关中南部、陕南阴天有小
雨，陕南南部有中雨；12日：全
省多云间阴天，关中南部、陕南
有小雨，陕南南部部分地方有
中雨。

西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
中雨，13℃～17℃；10日：阴天有小
雨，12℃～20℃；11日：阴天间多
云，南部地区有阵雨，13℃～18℃。

寒露来临
不要再“秋冻”

“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
露。”10月 8日我们迎来寒露节
气，如果说白露标志着炎热向凉
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天气转
冷的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转
向寒冷。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已
呈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
霜；南方也是秋蝉噤声，荷残叶
枯，秋意渐浓。我国古人将寒露
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
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
意思是说，此时节，大雁南飞，雀
鸟不见，菊花盛开。俗话说，“春
捂秋冻”。气象专家表示，进入
寒露，就不可以再“秋冻”了，要

特别注意保暖，为防止凉气侵入
体内，最重要的是脚部保暖，除
了要穿保暖性能好的鞋袜以外，
还应当养成睡前用热水泡脚的
习惯。此外，此时节空气较为干
燥，“秋燥”易伤人，应多食用芝
麻、糯米、粳米、乳制品等柔润食
物，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如胡
萝卜、冬瓜、梨等，同时，要注意
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食品。

10月前期关中陕南雨日较
多，降水偏多，对秋收秋播有一
定影响，应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收
获，适时秋播；改善田间小气候，
增强通风透光，促进苹果着色，
确保增产、丰收；同时也要防范
大雾天气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姬娜

10月8日，当月露清冷，层林尽染，时光悄悄来到了第一个带
“寒”字的节气——寒露。此时节，标志着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不
能再“秋冻”了，9日全省大部地方有降水，记得添衣裳。

昨日迎寒露莫要再“秋冻”
今天全省有雨 注意添衣裳

老人公交上突发心梗众人急救人
医生：心梗来临前身体会报“信”

“要不是公交司机争分夺秒把我送到医院紧急救治，后果将很
难想象……”昨日，提起10月2日乘坐800路公交车时突发心梗的
紧急情况，74岁的张师傅激动不已。针对这一疾病，医生提醒人们，
秋冬交替季节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心梗来临前，身体会提前
报“信”，希望包括公交司机在内的高强度工作者一定要保重身体。

七旬老人突发心梗
乘客疾呼救人要紧

10月2日19时许，西安市公
交八公司800路驾驶员雷昊，驾
驶公交车沿环城南路由东向西
行驶至南门下穿隧道时，忽然听
见车厢内有乘客喊：“有老人发
病了！赶紧救人！”

由于当时正遇到晚高峰堵
车，雷昊将车停稳后进入车厢看
到，一位老年男乘客用手捂着胸
口，仰着头，斜坐在椅子上，表情
十分痛苦，陪他一起出行的老伴
儿掐着他的人中，并说老人有可
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了。

雷昊见状，赶紧招呼旁边的
其他乘客帮忙照顾好老人，并叮
嘱大家千万不要挪动老人的身

体，同时拨打了120。
“我刚打完电话，突然又觉

得此时正好遇到堵车，120无法
迅速赶到现场，如果执意等
120，肯定会耽误抢救时间。想
到这里，我赶紧给车上的其他
乘客们说，老人有可能患的是
心梗，必须尽快送到医院抢救，
要是错过抢救时间，后果不堪
设想。让我没想到的是，大伙
都疾呼‘救人要紧’。”雷昊感
慨道。

公交车客串120
紧急送患者就医

这时，雷昊迅速回到驾驶
室启动车辆，驶出隧道到达南
门800路公交站，将车里其他乘
客转乘到随后驶来的 800路公

交车上后，驾车径直将患病老
人送往最近的西安市第一医
院，行驶途中遇有两处红灯，一
向遵章守法安全意识极强的
他，危急时刻，只有选择在确保
行车安全情况下闯红灯去救助
乘客生命。

到达西安市第一医院门口，
雷昊协同早已接到消息在门口
等待的该院 120急救人员及医
护人员，将老人用担架抬进急救
室展开施救。随后又帮助患病
老人的老伴联系到其两个儿女，
并等候对方赶到医院，得知老人
病情好转后，才驾车离开医院继
续营运。

心梗来临前
身体会报“信”

“心梗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
疾病，患上心梗的人群不仅有老
人还有年轻人，病发后对人的健
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需
要清楚地了解心梗发作前的征
兆，知道一个也许就能救命。”昨
日，西安市第一医院医生说，心

梗来临前，身体会出现肩背疼
痛、胸痛、心慌憋闷、脉搏快或不
规则4个信号，希望大家一定要
保重身体，尤其是处于高压工作
状态下的中青年人，如果不注意
休息，心梗就会找上门。

对此，医护人员说，心梗发
作，要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就地
休息，无需躺下，以免增加回心
血量从而加重心脏负担。取出
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如硝酸甘
油，嚼碎后含于舌下，通常2分钟
左右疼痛即可缓解。如果效果
欠佳，5—10分钟后可在舌下再
含服一片。之后如果疼痛仍然
不缓解，要立即就医，排除心
梗。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吸
烟、大量饮酒、不运动等不良习
惯，少吃胆固醇高的动物内脏，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多做有
氧运动。总之，心梗疾病随时可
能发生，只能防患于未然，时刻
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以及
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保持身心健
康，远离疾病。

首席记者赵丽莉

本报讯（记者姬娜）大学毕
业后，他创业开香囊店，半年前
想出妙招，如今店前摆着高科技

“小神童”磨草药，客流增了3成。
“太牛了，还会自动磨草药，

这样做成的香囊是不是更有意
义？”“这么逼真，起初我还以为
真的是小孩呢！”“赶紧让我拍个
照！”昨日，在西安西羊市一家香
囊店门口，有一位“小神童”头戴
小毡帽，穿着麻布杉和小布鞋，
在勤快地磨着草药，引得行人纷
纷驻足观看、拍照。

“半年前，我就琢磨着，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在磨草
药这一领域，电动的也可以代

替人工的！”店老板姚定国说，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香囊店，设
计了一个“小神童”的形象，之
后到上海委托专业人士进行生
产制造，“小神童”用硅胶和蜡
像制作而成，花费 15000元，保
质期为两年。

最近一个月以来，每天 10
点到23点，插电后，“小神童”就
可以一直有规律地磨草药，磨成
粉后用来装香囊。“一是比人工
效率更高，二是吸引大家的注意
力，能让更多的人进店看看。”姚
定国说，这一个月来，“小神童”
为他的店增加了3成的客流量，
消费者能增2成左右。 “小神童”店前磨草药吸引游客围观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香囊店主招揽顾客想妙招

“小神童”店前磨草药客流增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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