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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即将到来，2021年，中
国消费者协会确定的全国消协
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守护安
全畅通消费”，围绕这一主题，即
日起，三秦都市报全媒体特别启
动3·15消费维权特别报道，并开
设线索征集专线 029—965369。
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遇到假冒
伪劣、消费欺诈、购物陷阱等情
况，快致电热线向我们反映，我们
将通过追踪调查，持续关注报道，
倾力帮你维护合法权益，助力营
造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

面向各领域
征集消费维权线索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市民群众的消费行为更为
频繁，虚假宣传、坑蒙诱导等
伤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手段，
以及金融陷阱、电商欺诈、互
联网骗局等新型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
金融理财过程中的“诱导套
路”、电商购物过程中的以次
充好、互联网消费过程中的假
冒伪劣，又或是购房置业过程
中的虚假宣传、汽车购买过程
中的“霸王条款”、教育培训中
的跑路坑骗、旅游过程中的

“黑恶导游”、通信服务中的恶
意扣费等。

即日起，针对房产、家居、
教育、汽车、互联网、餐饮、金
融、电商、旅游、医疗、通信等各

消费领域，无论你是黑幕的知
情者，或是消费的受害者，你都
可以致电我们，我们将根据你
的线索，联系协调相关部门，配
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不法行
为，全力维护消费正义，保障消
费公平。

全媒体介入，多平台联动

今年，面对不断变化的消
费环境，三秦都市报社除开通
消费维权线索征集专线外，三
秦网、秦闻APP，以及官方微信、
微博、抖音等多媒体平台将联
动介入，以报纸稿件、网络专
题、视频直播等形式全方位剖
析消费侵权案例，报道消费维
权过程。

你的呼声，是我们行动的号
角。欢迎第一时间向我们报料，
你的窝心事，我们来帮忙。

六大维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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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闻客户端：选择红色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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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

抖音：三秦都市报·秦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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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吕雷

本报讯(何伟 潘璐璐 记者
白圩珑)为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
入，较好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
活，经省政府同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对我省最低工资
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最低工
资标准自 2021年 5月 1日起执
行，我省上次调整是2019年。

此次调整，我省各类区月最
低工资标准均增加 150元，即：
一、二、三类区由现行的 1800
元、1700元、1600元分别调整为
1950元、1850元、1750元；非全
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一、二、三类区由现行的18元、17
元、16元分别调整为 19元、18

元、17元。
省人社厅同时要求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
织，要加强对调整后最低工资标
准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依法
查处用人单位的违规违法行为，
确保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工
资不低于调整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

陕西省最低工资标准适用
范围

一类区：西安市新城区、碑
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
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
区、高陵区，咸阳市秦都区、渭城

区，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区、神木
市、府谷县、定边县、靖边县，杨
陵区。

二类区：西安市鄠邑区、蓝
田县、周至县，宝鸡市渭滨区、金
台区、陈仓区、凤县，咸阳市兴平
市、武功县、乾县、礼泉县、泾阳
县、三原县、彬州市，铜川市王
益区，渭南市临渭区、华阴市、
潼关县、大荔县，延安市宝塔
区、安塞区、黄陵县、洛川县、甘
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
榆林市绥德县、米脂县、佳县、
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汉中
市汉台区、南郑区、城固县、洋
县、勉县、西乡县、略阳县，商洛

市商州区，韩城市。
三类区：宝鸡市凤翔区、扶

风县、眉县、岐山县、太白县、麟
游县、千阳县、陇县，咸阳市永
寿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
铜川市印台区、耀州区、宜君
县，渭南市华州区、澄城县、合
阳县、蒲城县、富平县、白水县，
延安市黄龙县、宜川县、富县、延
川县、延长县，汉中市镇巴县、宁
强县、留坝县、佛坪县，安康市汉
滨区、旬阳市、平利县、石泉县、
紫阳县、白河县、汉阴县、镇坪
县、宁陕县、岚皋县，商洛市洛南
县、山阳县、镇安县、丹凤县、商
南县、柞水县。

我省5月1日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各类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均增加150元

上周，西安升温劲头猛烈，
周末，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西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杨晓春表示，2月20日、21日，西
安最高温度均已超过25℃，与历
史同期气温相比，达到 30年来
最高值，属于异常偏高的现象。
连续5天平均气温超过10℃，进
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截至 22
日，以泾河站为例，日平均气温
仅有 3天超过 10℃以上，所以，
西安还未正式入春。

22日，西安云量增多阳光收
敛，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最高
温仍突破了20℃。“断崖式”降温
即将来袭，本周的最高温度将会
降至10℃以下，提醒大家及时根
据天气变化添加衣物，防止
感冒。

西安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
布降水、降温消息：受冷暖空气
共同影响，预计24-28日西安市
有明显降水及降温天气过程，
累积降水量15～40毫米。其中
24-25日阴天有小雨，偏东地区
中雨，日平均气温下降6～8℃；
26-27日白天，天空云量较多；

27日夜间-28日阴天有小到中
雨，南部山区雨夹雪或中雪，部
分地方有大到暴雪。过程最低
气温出现在3月2日凌晨，城区
及北部区县-3～-1℃，南部山
区-7～-5℃。

昨日16时30分，陕西省气
象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冷
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4-28日
我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及降温
天气过程，累积降水量：陕北
10～20毫米，关中15～40毫米，
陕南 25～60毫米。其中 24-25
日全省有小雨，关中东部、陕南
大部有中雨。全省日平均气温
陕北、关中下降6～8℃，关中南
部局地下降10℃，陕南下降4～
6℃。26 日陕南维持小雨天
气，陕北、关中云量较多。27
日陕北大部、关中北部伴有
5～6级偏南风。27-28日陕北
有雨夹雪转大到暴雪，关中北
部有雨夹雪，关中南部、陕南有
中雨，秦岭山区有大到暴雪。2
月 28日-3月 1日陕北日平均
气温下降 6～8℃，全省最低气
温出现在3月2日凌晨，陕北北

部-17～-15℃，陕北南部-11～
-9℃；关中北部-7～-5℃，关中
南部、商洛-3～-1℃；汉中、安
康-1～1℃。

陕西省气象台特别提示：此
次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降温幅
度、降水量较大，特别是 27-28
日的雨雪天气对道路交通有较
大影响，提请相关部门做好相应
防范准备。

西安23日：多云，6～20℃；
23日晚到24日：阴天有小雨，南
部山区雨夹雪或小雪，4～15℃；
25日：阴天有小雨，3～7℃；26
日：阴天转小雨，3～10℃；27
日：阴天，4～10℃；28日：阴天
有小雨，南部山区雨夹雪或小
雪，5～7℃；3月 1日，多云转晴
天，2～9℃。

本报记者陶颖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2月22日，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港务浐灞分局为企
业发出西安首张“一网通办+公积金”营
业执照。

2月22日上午，西安喜鹊物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先生，从国际港务区政务
服务中心“一网通办”窗口领取了企业
营业执照，成为西安市“住房公积金企
业缴存登记”纳入企业开办服务后，全
市首家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办理“住房
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的市场主体。

西安市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服务
模块优化提升后，企业只需一次提交设
立材料，即可在完成企业登记、领取营
业执照的同时，同步完成税务发票申
领、参保登记、公积金缴存、公章刻制等
业务的登记审批与数据共享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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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4日起调整278路。

278路去程由城南公交调度站发
车，经清凉寺北路、雁环路、朱雀南路、
朱雀大街、青松路、电子二路、电子正
街、电子一路、科技二路、丈八北路至丈
八北路科技路口；回程由丈八北路科技
路口发车，经丈八北路、科技路、高新六
路、唐兴路、丈八北路恢复原线至城南
公交调度站。线路长度13.5公里，首班
6:30，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0:00延长至
22:00，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元
可刷卡票制。

线路设置站点25个：城南公交调
度站、城南客运站、西三爻、南郊储配
厂、明德门、杨家村、朱雀大街青松路
口、含光路电子二路口、东仪路电子二
路口、电子二路电子东街口、电子正街
电子二路口、紫薇花园广场、太白路电
子一路口、沙井村南、科技二路白沙路
口、高新路科技二路口、科技二路枫叶
苑、唐延路科技二路口、清华科技园、西
安软件园、高新六路科技二路口、丁家
桥、西辛庄、科技路高新六路口（回）、丈
八北路科技路口。

新增站点1个：城南公交调度站。

278路公交线路
明起调整

本报讯（记者谢斌）一年一度的元
宵节即将来临，元宵汤圆一直是元宵
节主要的消费食品之一。面对市场上
琳琅满目的元宵汤圆产品，消费者该
如何选购呢？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发出
温馨提示，让消费者懂得更多选购和
储藏知识。

消费者在超市等正规食品销售场
所购买元宵汤圆，需仔细查看包装是否
完整、密封，选择包装袋内冰碴不多，色
泽均匀、鲜亮，没有明显粘连，形态完整，
没有裂口、明显裂纹或脱粉现象的产品，
并认真阅读食品标签信息，如：食品名
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
（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标签内容。

消费者切忌购买或食用无标签或
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掩盖、补印
或篡改标示的元宵汤圆。

购买回来的元宵该如何储藏呢？
省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家庭自
制的元宵汤圆可分装成小份，放入冰箱
中及时冷冻保存，避免交叉污染，食用
前不需解冻直接放入沸水锅中煮熟煮
透即可。购买的速冻元宵汤圆应冷冻
保存，不宜长期放在冷藏的环境下。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3·15维权热线即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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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日陕北有大到暴雪

西安首张“一网通办+
公积金”营业执照发出

如何选购元宵汤圆
省市场监管局发出提示

昨日，天气晴好，市民在公园赏春 本报记者 马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