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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行人
穿上羽绒服御寒

昨日上午，陈女士有事外
出，一出门，冷得不行，赶紧回
家换了厚外套，还没走到公交
站牌，雨下起来了，在街边商
店，她买了把伞。“雨越下越大，
风也挺大，拿着把伞，又要挡风
又要挡雨，我忙得够呛。”陈女
士说。

13时许，走在街头记者看
到，不少人已经穿上了羽绒
服，雨中大家行色匆匆。记者
注意到，有一位女士还戴上了
帽子围上了围巾。“我容易感
冒，遇上这降雨降温天，可得
早早把保暖工作做好了。”
她说。

而每周末都要送孩子上
课的孙女士，昨天则是坐着公
交接送孩子的。“之前都是骑
电动车接送，这又是降温、又
是下雨的，之后怕是都要坐公
交了。”孙女士说。记者注意
到，孙女士和儿子小乐均穿着
羽绒服。

我省大部

出现雨雪天气

记者从陕西省气象局获
悉，20日7时—21日7时，我省
大部出现雨雪天气，雨雪天气
主要从 20日中午开始，陕北
大部大雪，定边、靖边、子洲、
清涧、子长、安塞、延川、宝塔、
甘泉等地暴雪，关中北部（宜
君、旬邑、长武、淳化、陇县、凤
翔、太白、麟游、大荔、华山、白
水）出现雨夹雪或小到中雪，
关中大部、陕南大部降小雨。
全省 100 县区 784 站出现降
水，最大甘泉 21.5毫米。昨晨
（截至 7时）陕北、关中北部共
17个县区最低气温低于 0℃，
最低气温具体分布：陕北大
部-4～0℃，最低靖边-3.9℃；
关中大部-2～6℃，西安城区
4.8℃；陕南大部 3～9℃。20
日至 21日早，全省共发布寒潮
蓝色预警信息36期，暴雪黄色
预警信号28期，道路结冰黄色
预警信号49期，大雾黄色预警
信号7期。

省气象台
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昨日19时41分，省气象台
继续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信号。

17时30分，省气象台发布
暴雪蓝色预警：预计22日8时至
23日8时，关中、陕南北部、大巴
山区有中雪，其中宝鸡南部、杨
凌、咸阳南部、渭南南部、西安大
部、商洛大部有大雪，降雪量可
达5～10毫米，秦岭山区局地有
10毫米以上的暴雪。本次强降
雪时段主要在22日夜间。

防御指南：政府及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雪灾和防冻
害准备工作；交通、铁路、电力、
通信等部门应当进行道路、铁
路、线路巡查维护，做好道路清
扫和积雪融化工作；驾驶人员
小心驾驶，车辆应当采取防滑
措施。

西安今天
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

具体天气如何？22日：延

安南部小雪，关中西部、北部小
到中雪，关中东部平原、商洛雨
夹雪转中到大雪，秦岭山区大
雪，局地暴雪，汉中、安康小到
中雨或雨夹雪。关中、陕南日
平均气温下降 4～6℃。23日：
陕北、关中、陕南北部小雪转阴
天，陕南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雨
夹雪。24日：陕北多云，关中阴
天间多云，陕南阴天，关中南部
局地、陕南大部有小雨。25日：
全省阴天，陕北部分地方、关中
西部、陕南大部有小雨。26日：
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陕南阴
天间多云。陕南南部局地有小
雨。陕北北部有 4～5级偏北
风，陕北、关中北部日平均气温
下降4～6℃。

受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21-24日西安市有一次雨
雪、降温天气过程，今天：小雨
转雨夹雪或小雪，南部山区有
小到中雪，2～4℃；今晚到 23
日：中雪转小雪，南部山区中到
大雪转小雪，-1～2℃；24日：阴
天有零星小雪，-3～1℃。

本报记者陶颖

11月21日，西安持续降温，
凌晨时分秦岭山区迎来了今冬
的第一场雪。受道路积雪结冰
影响 210国道长安山区段临时
实行交通管制。

记者从交警长安大队获悉，
受降雪影响，秦岭中队辖区210
国道 1331Km-1336Km道路积
雪结冰。

21 日上午 8 时，210 国道

k1331+000-K1336+000段路面
积雪1厘米，西安公路管理局积
极组织人员抛撒融雪剂。

经请示上级部门，决定于11
月21日9时至22日8时，在沣峪
口公安检查站，对210国道长安
山区段实行交通管制。过往司
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谨慎驾
驶，做好雨雪天气安全防护措
施。 文/图 本报记者葛兰

11月21日，“首届中国城市
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众多专
家学者共同研讨“出租车·新出
行”理念与产业实践助推城市交
通治理现代化。

乘客有了
更多服务选项

记者在会上获悉，西安出租
汽车行业最早关注和采纳“出租
车·新出行”理论。2019年8月，
西安出租车管理处与嘀嗒出行
共同推出全国首创的出租车“智
慧码”和“扬招打车助手”。

智慧码实现了对司机、出租
车、计价器、顶灯以及交易、服
务、评价的数字连接，打车助手
则让乘客在对应的小程序中可
以查看并呼叫附近的出租车。
实际上，通过以上创新，实现了
巡游车车辆动态查看、行程分

享、网上约车、移动支付、网上评
价、失物查找功能，为扬招上车
的乘客提供了更多的服务选项，
乘客体验得到崭新提升。

打开出租车智慧出行小程
序，即可准确获悉周边5公里内
最近空车何时到达，一键呼叫
直接上车。上车后一次扫码即
可体验所有网约出租车高效便
捷的服务。同时，推出橙星服
务评价体系，通过智慧码，助力
服务评价体系更加精准、高效
和全面，从规范操作、环境整洁
舒适、服务态度、车内无异味、
安全驾驶等5个维度和10个服
务小项对驾驶员进行服务评价

“画像”，并以评价数据为标准
为每个司机设置“服务分”。对
服务不好、服务分低的驾驶员
纳入电子执法重点监管范围，
同时开展回炉继续教育，提高
服务水平。

西安出租
实现服务数字化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相继推
出扬招打车助手、一键云扬招以
及电子发票、车机端智慧出行系
统等 12项功能，让巡游车这一
传统行业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同时，嘀嗒出行与西安已经联手
打造了一个链接乘客、司机、车
辆、出租车公司、协会、管理部门
的高效、协同的巡游车数字生
态：智慧码和打车助手链接扬招
乘客，智慧出行系统链接司机和
车辆，凤凰云平台链接出租车公
司和管理部门，从而实现出租车
行业数据在各个层面打通和共
享。

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6
月，嘀嗒为西安约 940万次出
租车出行提供数字化服务，占
西安市内出租车出行总趟次

64％，其中 59.1％会产生用户
反馈，出租车智慧码日均扫码
31.2万次。

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董兆为在会上表
示，这次研讨会以出租汽车治
理为案例，探讨新发展格局下
的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略，“鼓舞了西安进
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好
交通在城市治理中的先行官作
用，为推动西安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和
参考。”

会上还发布了《出租车·新
出行创新理念与产业实践在城
市治理现代化中的示范效应研
究》开题评审信息，这标志着出
租汽车行业系统性重塑、城市交
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课题研究已经开始。

本报记者姬娜陶颖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近日，按照
《西安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全市“血
液透析”定点医疗机构专项检查治理工
作的通知》精神，结合专项工作计划，西
安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召开了“血液透
析”第一批专项检查情况交流会。

首批专项检查工作为期6天，检查
组对西安市12家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

“血液透析”专项检查，此次检查涉及面
广，业务性强、工作难度大。会上，碑林
区、长安区等6个区县检查组组长从检
查准备、检查实施、发现问题、经验总结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还对第二批西安市“血液透
析”专项检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
求聚焦关键、突出重点，切实维护好广
大参保人看病就医的“钱袋子”，保护好
群众的“救命钱”，确保“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工作取得实效。当前第
二批涉及10家定点医疗机构“血液透
析”专项检查工作正在分组推进中。

本报讯（记者 陶颖）记者昨日获
悉，经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批复，西
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将于11月
23日开通113路。

113路由杜陵西路公交调度站发
车，沿杜陵西路、航天大道、公田五路、春
临四路、公田一路、金泘沱二路至终点金
泘沱。线路长度6公里，首班6:00，末班
21:00，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元可
刷卡票制。线路设置站点11个。

113路公交明日开通
线路设置站点11个

本报讯（记者陶颖）11月21日，西
安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第三保修厂的
10位保修员早早便来到提前安排好的
站点，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据了解，10月份，保修员们就开始对
公交三公司925辆车的暖风系统进行检
修，以减少气温下降，前挡风玻璃起雾造
成司机视线受影响的情况，避免因此带来
的安全隐患。同时，确保气温下降时，乘
客能有一个温暖舒适的乘车环境。

据了解，为保证车辆安全出行，减少
抛锚率，从2018年开始，第三保修厂每个
周末都会有一天安排10位保修员上线路
进行机件检查，10人分为两组，每组5人，
对车辆天然气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
电力系统进行安全检查。

公交保修员上线路检查
保障乘客安全出行

本报讯（李建军 记者 和平）脱贫
攻坚战以来，澄城县财政局围绕资金保
障职责，不断转观念、强管理、优作风、
提效率，全力以赴提供脱贫攻坚“军需
粮草”，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澄城县财政局充分发挥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政策优势，根据脱贫任务和巩
固脱贫成效需要，按照“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原则，将不同来源、不
同部门、不同类别的涉农整合资金集中
规划，以摘帽销号为目标，以脱贫成效
为导向，从2016年开始，累计投入涉农
整合资金12.52亿元，为如期完成各年
度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澄城县财政局精确瞄准贫困村和
贫困人口，将农业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
坚的根本抓手，每年产业项目资金投入
比例不少于60%，配套跟进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逐资金逐项目把好审核关，优
先支持当地资源优势明显、市场成熟度
高、具备长期稳定增收机制的产业项
目，助推农业产业全面提档升级。

今天西安等雪来
省气象台昨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西安市“血液透析”
第二批专项检查启动

澄城县财政局累计投入
涉农资金12.52亿元

让乘客有更多服务选项
首届中国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举行

20日7时—21日7时，我省大部出现雨雪天气，陕北大部大雪、多地暴雪，关中北部出现雨夹雪或小到中雪。西安持
续降温，21日凌晨时分秦岭山区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西安网友在朋友圈赏了一天的雪，除了羡慕外，更是盼着城区
的雪早点来，西安“变”长安。

秦岭山区迎降雪

210国道长安山区段临时交通管制

210国道长安山区段临时实行交通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