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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要求：年龄在
18岁（含）以下。出身

贫寒或身处逆境，内心却始终
阳光向上温暖善良，对未来始
终满怀希冀……

“成长守护官”报名要求：
个人或家庭或团队均可，纯公
益岗位，愿意花时间去关注一
名少年的成长。

报名时间：2019年 11月
7日起至 11月 17日报名，11

月底进行专家评审。
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

上搜公益记者，点击公益
记者公众号下方菜单“公
益圈”，在“评选好少年”页
面，根据提示报名，比如填写
姓名、年龄、住址、照片、电
话、事迹，如能提供好少年
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视频等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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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安市25家集中供暖
企业今日集中点火预热的需要，
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昨日
正式进入天然气冬季保供模式，
多渠道筹备气源，全力以赴为市
民冬季用气用暖保驾护航。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西安市今年整个冬季总用气
量约为 22.14亿立方米，日最大
用气需求量约为 2000万立方
米。如出现持续降雪、降温的极
端寒冷天气，日最大用气需求量
将达到 2150 万立方米 。截至
目前，全市居民用户已达270万
户，非居民用户1万户。预计最
大用气日将出现在今年 12 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20日。

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
都是供气高峰时期。为此，该公
司在8月份就及早动手，召开专
题会议，分析供气形势，研究应
对措施，提出了确保“安全可靠、
持续稳定”的供气方案及应急预
案。今年面对全市供热面积的
增加、老旧小区直供管道的铺
建、供热企业可用天然气锅炉满
负荷启用，天然气的保供压力
增大。

对此，该公司一方面积极
与气源单位、上游供气单位建立
工作协调机制，向气源单位、上
游供气单位及时提供用气需求

信息，做到科学预测、及时沟通；
另一方面，按照西安市委、市政
府的要求，以及全市用户的用气
特点、区域分布情况，制定了科
学合理的气源调度方案。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
了确保用气需求，他们实行了大
用户申报用气量信息制度，并在
气源紧张时，按照“先安全后供
应，先重点后一般，先生活后生
产”的供气原则，制定了“压非保
民、错峰供气”的5级响应应急
措施。为应对提前到来的用气
高峰，他们 10月初就启动自有
LNG应急储备站的进液工作，10
月底已进行两次试运行；同时还
调整了调度措施，加强人员安
排，调整工艺流程，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满负荷运转，保证高峰
用气时段平稳供气。

同时，西安秦华天然气有
限公司还对管网建设、优化城
市管网输配系统等进行了提
升，截至目前，该公司拥有两路
管道气源，建成投运 3大天然
气接收门站、1座天然气储配
站、1座 2期 LNG(液化天然气)
储罐以及 40多座燃气调压站，
燃气管网长度达 8000多公里，
形成了高、中、低压三级燃气管
网系统，燃气输配能力已超过
3500万立方米/日。

此外还进行了 5处高中压
场站优化，中压干线加装阀门，
并且对之前管网的 3处断点进
行全面的改造拉通，改善局部微
循环，让整个城市供气管网的压
力达到一个平稳状态，避免出现
管网末端压力不足的情况。如
连接凤城九路、连接草滩八路等
中压管道工程，有效提高低压区
域的供气量，提升末端区域的供
气压力。

截至 10月底，全面完成了
生产场站、小区庭院所有设施设
备的“体检”工作；加强巡线查漏
工作，对重要隐患管线、重点部
位及重要商业街区进行重点巡
查，及时排除隐患；保持设备状
况良好，对抢修用料准备充足；
要求遇到用户报漏气、停气等情
况，维修人员及时赶赴现场、认
真检查处理，确保用户安全稳定
用气。

本报开通“问暖热线”，如
果您在供暖中遇到什么问题，
请拨打“问暖热线”029-965369
进行反映。本报将把读者投诉
的问题，反馈给供热企业或监
管部门，力争在市民与供暖公
司、管理部门间架设一道沟通
的桥梁，让市民过一个“温暖”
的冬天。

首席记者赵丽莉

每人5000元
奖励逆境中的阳光少年

少年强则中国强。过去两年
里，主办方在12省市自治区总计
奖励了240名“中国好少年”，其中
有20位少年来自陕西。他们的经
历各不相同，但身上都散发着正
能量的光芒。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寒门再难出贵子’‘原生家庭决
定一生’的论调甚嚣尘上的今天，
我们要感谢这些孩子，他们在命
运的束缚下奋力向上、逆风飞翔
的姿态，给社会注入了一股强劲
的正能量。”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公益开放平台总监王崇和表示。

为了唤起全社会对少年成长
的关注，发掘少年群体中的榜样，
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鼓励和关爱，
引导他们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今
天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继
续在陕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
宁夏、西藏、新疆、广西、青海、内蒙
古11个省区启动2019届“中国好
少年”评选活动，其中，联合三秦都
市报、三秦网、公益记者公众号，在
陕西评选10名身处逆境却自强不
息、品行优秀的好少年，并为每人
颁发“中国好少年”荣誉证书，以
及5000元正能量奖金。

招募“守护官”
陪好少年一起成长

为了让“中国好少年”持续健
康成长，今年开始，主办方为每一
名“中国好少年”招募“成长守护
官”，共10组。评选结束后，“成长
守护官”将为好少年颁发证书，并
与孩子们一对一结对，成为孩子
们成长路上的同行者和守护者，
在孩子们遇到困惑或困难时进行
适当的引导和帮扶。

“成长守护官”为纯公益岗
位，无薪资报酬，需要投入一定的
精力，愿意花时间去关注一名陌
生少年的成长，如有一定的专业

背景或社会资源尤佳。“成长守护
官”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
庭或组织。活动期间，三秦都市
报全媒体和天天正能量将为所有

“成长守护官”颁发荣誉证书、建立
沟通交流平台，并在之后几年里对
结对情况进行长期的追踪、关注。
此外，“成长守护官”可受邀成为阿
里巴巴“正能量合伙人”。结对期
间表现突出者，还有机会参加天天
正能量组织召开的大型公益研讨
会等。 本报记者姬娜

西安昨日出现的
是雾不是霾

昨日一早，古城一片朦胧，不
少市民争论不休，有的说是雾，有
的说是霾。

7时15分，西安市气象台发布
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由于空气湿
度大，风速小，预计西安市12小时
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 500米的
雾。”气象数据显示，6日7时-7日7
时，全省共86县区993个监测站出
现降水，关中、陕北多地出现大雾
或浓雾天气，全省共发布大雾黄
色、橙色预警信号29期,神木还发
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勇也表
示，昨日西安出现的是雾不是霾。
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能见度
较差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
90%时，能见度较差是雾造成的。

今天是立冬节气
西安还未正式入冬

今天，我们迎来立冬节气。在
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冬”
的解释是：“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意思是指一年的田间操作结
束了，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粮

入仓，菜入窖”，动物也已藏起来准
备冬眠了。

古代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
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
水为蜃。”也就是说，此节气水已能
结成冰；土地也开始冻结；野鸡一
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

养生专家说，立冬后，养生方
面需要注意“温补”，少食生冷，也
不宜躁热，要多吃新鲜蔬菜，保证
充足睡眠，适当锻炼，提高抵抗
力。立冬后需防三种疾病，预防感
冒，多饮水防内热、坚持锻炼；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注意防寒保暖，不
要让情绪起伏过大；预防胃病，少
食油腻和刺激性食物，戒烟戒酒。

明天全省有雨
气温降4℃

8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
陕南多云间阴天；9日：全省阴天有
小雨，榆林东北部局地中雨，陕北
有4级左右偏北风，日平均气温下
降4℃左右；10日：陕北、关中晴天
间多云，陕南多云间晴天。

西安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
有雾，7℃～18℃；今晚到9日多云
转小雨，6℃～13℃；10日多云转晴
天，3℃～17℃。 本报记者姬娜

昨日，西安等地出现的是雾不是霾。今天，我们迎来立冬节
气。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日平均气温下降4℃左右。

西安昨日出现的是雾不是霾

今天立冬明天我省降雨降温

本报讯（记者 姬娜）昨日早
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现大雾天
气，导致部分航班延误。

根据视频显示，昨日一早，机
场被大雾所笼罩。受低能见度天

气影响，通行能力下降。
记者从机场客服处了解到，大

雾一度导致部分航班延误，不过，
随着天气好转，航班逐渐恢复
正常。

西咸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延误

本报讯（记者姬娜）记者昨日
从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获悉,
受大雾天气影响，我省多条高速路
收费站入口封闭。

昨日凌晨开始，受大雾天气
影响，我省部分高速路收费站入
口已开始陆续封闭。到了 4:33，
渭玉高速蒲城东收费站入口临时
封闭；5:35，包茂高速西耀段聂冯
至三原之间所有收费站入口暂时
封闭,新兴收费站入口往西安方向
暂时封闭；6:58，西咸北环线高速
所有收费站入口暂时封闭；7:24，
连霍高速西渭段新丰收费站入口
暂时封闭；7:36，吴定高速新安边、
杨井、定边南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
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8时开始，受大雾影响的高速
路段更多，也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
的不便。8:16，连霍高速西渭段渭
南西、渭南东、华州、华州西收费站
入口暂时封闭。受西禹高速入口
封闭影响，绕城高速转西禹高速匝
道处、新筑收费站入口双向封闭。

截至9时10分，受大雾天气影
响，这些路段的入口仍旧封闭：连

霍高速西宝段三桥至杨凌之间，京
昆高速西禹段港务区至阎良之间、
孙镇收费站入口，渭玉高速蒲城东
至渭南北之间，西咸北环线高速所
有收费站，榆佳高速所有收费站，连
霍高速西渭段渭南西至秦东之间，
延西高速西延段洛川、阿党收费站
入口，福银高速西长段陕甘界至彬
州之间、礼泉至乾陵之间所有收费
站入口往长武方向暂时封闭。此
外，青银高速吴靖段魏家楼、巡检
司、子洲收费站入口往山西方向，绥
德至陕晋界之间所有收费站入口
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输
车辆通行，吴定高速新安边、杨井、
定边南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
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直到 12时，仍有这些路段受
大雾天气影响，连霍高速西渭段罗
敷至秦东之间，福银高速西长段陕
甘界至彬州之间、礼泉至乾陵之间
所有收费站入口往长武方向暂时
封闭。福银高速西长段礼泉、乾
州、乾陵收费站入口往长武方向，
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
输车辆通行。

我省多条高速路收费站入口封闭

昨日大雾

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多渠道筹备气源

为用气用暖护航

5000元奖励“中国好少年”
本报全媒体联合阿里正能量寻找阳光少年招募“成长守护官”

你身边有这样的孩子吗？他们年龄在18岁（含）以下，出身贫寒或身处逆境，内心却始终阳光向
上温暖善良，对未来始终满怀希冀……

今天起，第三届“中国好少年”评选开始啦！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携手西部11省区主流媒体，在
11个省区寻找110位中国好少年。其中，联合三秦都市报、三秦网、公益记者公众号，在陕西寻找10
名逆境中自强不息、阳光向上的好少年，今年的主题为“‘益’起成长，花开向阳”，每人奖励5000元，
并颁发“中国好少年”荣誉证书。同时，首次招募“成长守护官”，与好少年结对。

2019问暖时刻 “问暖热线”：029-965369

彩票开奖信息
体彩排列3第19297期中奖号码：5 2 5
体彩排列5第19297期中奖号码：5 2 5 2 4
福彩3D第2019297期中奖号码：9 5 6
福彩“双色球”第19128期中奖号码：03 08 12 16 17 19 蓝色球

号码：08 本报记者 陶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