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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将成疫情防控
“大考”
据新华社电 在 1 月 13 日
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面对严峻复杂的
防控形势，多位专家表示：春节
将至，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加大，
要筑牢疫情基层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
发言人米锋介绍，根据当前国
内多地报告的本土散发病例和
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呈
现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
比例高等特点，有的地方出现
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防控形
势复杂严峻。
从近期河北疫情来看，农
村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机构能
力比城市薄弱，一旦发生疫情，
蔓延的风险可能更大。基层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的“哨
点”作用更为凸显。
“春运是目前疫情防控面
临的一次‘大考’。”国家卫健委
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说，和城
市地区相比，大部分农村地区
的医疗条件薄弱，防控能力相
对较弱，这给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带来挑战。
她表示，对于农村地区，
要 做 好 重 点 人 群 摸 排 ，做 好
信息登记和返乡 14 天内的健
康 监 测 ，同 时 提 高 乡 镇 卫 生
院、村 卫 生 室 和 个 体 诊 所 对
新冠疫情的发现报告意识，
提前组建由市和县两级人员
组 成 的 流 调 队、确 定 集 中 隔
离场所等。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聚
集性活动多，将增加疫情传播
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
冯子健提示，春节期间物流也
将增多，低温条件下，需警惕进
口冷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新冠
病毒污染，从而引发输入疫情
的风险。
王斌呼吁，广大公众春运
期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
行，如果一定要出行，则要关注
交通旅游信息等，并注意错峰
出行，全程做好防护，尽量避免
去人多的密集场所。一旦发生
可疑症状之后也不要慌，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去到就近的医
疗机构就诊。

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县域内的
省际、市际道路客运和跨城公交
据新华社电 当前，中高
风险地区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
作如何开展？记者 13 日从交
通运输部获悉，各地原则上要
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
级行政区域内的省际、市际道
路客运和跨城公交。
根据交通运输部日前印
发的通知，途经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客运班
线，不得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县级行政区域内上下客。暂停
受理始发、终到或者中途停靠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
域内的包车备案业务。有中高
风险地区的城市原则上应当暂
停出租车（含网约车）、顺风车
的跨城业务和城市内的拼车
业务。
因疫情停运，但已经购买
了客票的旅客如何退票？如何
保障重点群体出行需求和物资
运输？对此，通知要求，因疫情

停运的，要指导客运经营者为
相关旅客做好免费退票服务。
当地暂停城市公共交通、出租
车运营的，要保障医护人员等
重点群体的出行需要，并做好
防疫应急物资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必需品等的运输服务
保障。
眼下，还有 10 多天就到
春运，交通运输常态化疫情防
控压力较大。通知要求，各地
要进一步严格落实客运场站
和交通运输工具消毒，严格落
实旅客测温、查验健康码、从
业人员防护和健康监测、旅客
佩戴口罩和发热人员移交等
要求，并结合春运疫情防控统
一部署，提高交通运输疫情防
控标准。
此外，通知明确，中高风险
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各地
交通运输部门要稳妥有序恢复
运输服务，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健康迎双节 防疫不松劲

西安个人自用充电桩每根补贴 1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嘉）西安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局以
及市科技局四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西安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财政补贴实施
细则》的通知，
加快西安市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补贴对象为在西安市(不含
西咸新区)备案、建设、通过验收
并正式投用的公(专)用充(换)电
设施的投资主体，给予其财政补
贴。对在西安市新购新能源汽
车，且在自有车位上新建固定充
电桩的个人，给予一次性财政补
贴。个人自用充电设施申领财
政补贴应满足下列条件：申领人

充电设施需经住建部门验收合
格；申领人在西安市行政区内的
自有产权车位上新建固定充电
桩。此外，申领人只能申请享受
一次财政补贴。
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前建设
完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的公
(专)用充(换)电设施，按照“对在
我市备案、建设完成、通过验收
并正式投入使用的新建充(换)电
设施，给予充(换)电实际投资(不
含征地费用)30％的一次性财政
补贴”
标准执行。
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后(含）
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
的公(专)用充(换)电设施，依据接

入市级平台充电交易信息记录
的用电量给予运营补贴，文件执
行期内补贴每年可申请一次，市
级补贴标准为0.15元每度；各开
发区在市级补贴基础上每度电
再补贴0.15元，其他区县根据实
际情况在市级补贴标准的基础
上再进行补贴。
新旧补贴政策不能重复享
受。凡享受过实际投资(不含征
地费用)30％的一次性建设补贴
的主体，不再享受运营补贴。
对在本细则执行有效期内
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的个人自用
充电设施，由市财政给予1万元/
根一次性建设及电费补贴。

对新购新能源汽车的要求
应符合以下条件：车辆销售开
票、挂牌登记时间应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车辆应被纳入工业和信息
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
车型目录》等相关目录；纯电动
汽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应不少
于 70 千瓦；纯电续驶里程(工况
法)应不少于300公里等。
新建充电设施应为固定安
装的全新设备，且符合国家相关
行业标准；在个人产权车位(宅基
地)的要单独接线，设置独立电
表，安装施工人员应具备相关行
业资质。

陕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出炉

雁塔区耕地平均值达 176530 元/亩
本报讯（记者 赵明 文晨）
1 月13日，陕西省政府网站公布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
知，105个县（市、区）征收农用地
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平均
值、最低值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比例表出炉。西安雁塔
区耕地平均值176530元/亩。
通知明确，各市、县、区政
府要精心组织，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确保区片综合地价及时
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由征收农
民集体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两部分组成，不包
括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费
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本次公布范围为西安市新城
区、碑林区以外全省 105 个县
（市、区）所有农用地、未利用地
区片综合地价平均值和最低值

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的比例。省政府委托各市（区）
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
实际情况，制定被征收土地地
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标准，
并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各县
（市、区）政府应当在省政府公
布标准后及时公布本行政区域
的具体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区
片编号、区片价格、区片范围以
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
比例等。
通知指出，各地、各相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
配合，加强对实施工作的监督检
查，防止弄虚作假和侵害被征地
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发生，切实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省自然资源厅要加强对各地区
实施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指导，
对报批的建设用地严格把关，遇

有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向省政
府报告。
本次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
《陕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
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陕政办发
〔2018〕60号）同时废止。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记者仔
细查阅陕西省 105 个县（市、区）
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
合地价平均值、最低值及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表看到，
全省耕地平均值为65027元/亩，
最低值为30000元/亩；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为3：
7。
西安市耕地平均值为99398
元/亩，最低值 40070 元/亩，其中
雁塔区耕地平均值达到 176530
元/亩，
最低值127630元/亩。
铜川市耕地平均值为49597

元/亩，
最低值为40050元/亩。
宝鸡市耕地平均值为60433
元/亩，
最低值为31420元/亩。
咸阳市耕地平均值为58505
元/亩，
最低值为31900元/亩。
渭南市耕地平均值为51552
元/亩，
最低值为30000元/亩。
延安市耕地平均值为72967
元/亩，
最低值为38810元/亩。
汉中市耕地平均值为63082
元/亩，
最低值为32310元/亩。
榆林市耕地平均值为76390
元/亩，
最低值为30510元/亩。
安康市耕地平均值为48367
元/亩，
最低值为32000元/亩。
商洛市耕地平均值为52752
元/亩，
最低值为33900元/亩。
杨凌示范区耕地平均值为
64020元/亩，
最低值为62880元/亩。
韩城市耕地平均值为58730
元/亩，
最低值为45930元/亩。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三期扩建项目获批
本报讯（记者 张维）1 月 13 日，从
省发改委传出消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和财政部批准，我省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近日列入利用新
开发银行贷款 2020-2021 年备选项目
规划。项目概算总投资 449 亿元人民
币 ，其 中 利 用 新 开 发 银 行 贷 款 5 亿
美元。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北飞行区新建两条
长 38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南飞行区
新建一条长 30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
新建 70 万平方米东航站楼、115 个机
位的停机坪、35 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
中心及配套设施。该项目对完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提高机场综合保障能
力和服务水平，加快建设西安国际航
空枢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对将西安打造成为以服务
丝绸之路经济带为重点，具有更大辐
射范围和集聚能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发挥更大作用。省发改委将指导
和督促项目单位尽快完成前期手续，
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媒体采风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娇莉）昨日上午，
“走基层 看全运”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媒体采风活动在西安启动，为期一周。
据悉，本次活动由十四运会组委
会、残特奥会组委会组织，采访团兵分
四路，将走进商洛、韩城、榆林、汉中
进行实地采访采风，通过挖掘、记录
普通劳动者、基层典型团队“奋斗一
线、奉献盛会、主动健康、共享小康、
向上向善”的感人故事，呈现普通人
奋斗新时代的足迹和坚守。旨在大
力宣传我省筹办十四运会和残特奥
会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聚焦办人民满意全运会给老百姓
生活带来的切实变化；同时，全面展现
人民群众科学健身，健康意识增强，对
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全社会充满活力、
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采风活动结束后，将集中
发布一批有温度、有分量、有影响的新
闻报道，进一步凝聚“全民全运 同心同
行”的共识和力量，积极助力办一届精
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张富清传》入选
“2020年度影响力图书”
本报讯（记者 夏明勤）1 月 12 日，
“2020 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揭晓，共
有 144 种好书入选，包括主题出版、文
学、人文社科、财经、教育艺术、生活科
普和童书 7 大类，全面勾勒 2020 年文
化阅读版图。其中，由陕西新华出版
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
富清传》入选主题出版类“年度影响力
图书”。
长篇报告文学《张富清传》是陕西
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创作项目，并入
选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定点深入生活
项目和陕西省委宣传部2019年重点文
艺创作资助项目。作者钟法权通过细
致扎实的采访，收集丰富的素材，并从
中撷取最能代表张富清性格和处事之
风的重要时刻和典型事件，用 26 个故
事还原了主人公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生
动展现出一名党员对初心使命平凡而
又伟大的精神坚守。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起的“年
度影响力图书”大型推展活动，自 2012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到第九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