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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
检查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现
将遗失的税务检查证内容公
告如下：

持证人姓名：董平生
工作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西安市高陵区税务局
检查职责：税务检查
证 件 号 ：陕 税 征

610117190069
检查范围：本局管辖区主

管税费
有效期限：长期有效
发证机关：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税务局
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税务检查证遗失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高陵区税务局2021年2月24日

自汉台区应急管理局机构改革组建后，该局
立足改革发展大局，严格按照“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训词要求，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的应急管理工作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任务，为社会经济
发展保驾护航。

据悉，该局牢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新时
期应急管理部门准军事化管理为要求，强学习、
严规范、建制度。牢抓全区森林防火防汛、防灾
救灾工作，至2020年实现了连续32个无森林火

灾年，顺利度过了8次强降雨的连续考验，申请
投资 1000万元的汉台区应急救援仓库开工建
设，32人的危化品应急救援专职队伍和20人森
林防灭火专业队伍组建完成，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实现了双下降，分别下降 25%和
50%，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一支讲政治、懂业务、敢担当且充满活力的
汉台区应急管理干部队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展
现出新作为，为建设陕西强区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贡献着力量。 刘涛 陈立英

汉台区应急管理局全力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陶颖）记者昨
日从陕西省气象局获悉，入冬以
来,由于降水偏少,气温升高，我省
森林火险等级偏高, 当前我省陕
北、渭北大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
5级，极度危险，关中、陕南大部分
地区森林火险等级 4级，高度危
险，其余地区森林火险等级3级，
较高危险。另外，榆林局地、延安
南部局地、宝鸡大部、咸阳大部、西
安西部、汉中局地也存在缺墒，土
壤墒情较低严重影响到我省冬小
麦的正常生长和春耕春播生产。

根据省人影中心对本次降水
过程的作业条件分析，全省大部分
地区人影作业条件较好，作业高度

一般在3000—5000米，适合开展
飞机和地面人工增雨雪作业。省
人影中心已于2月20日组织人影
作业条件会商，22日发布作业过程
预报和作业计划，预计从24日8时
起,我省陕北南部、关中和陕南地
区具备开展人工增雨雪作业的条
件，作业过程持续12小时；27日-
28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具备开展
人工增雨雪作业的条件。

为做好本次人工增雨雪作业，
省人影中心积极与军队和民航空域
管制部门协调，建立了人影作业空域
使用绿色通道。根据省气象局安排，
提前做好了火箭弹、炮弹弹药储备和
调运，为各市开展地面作业做好各项

技术服务。据了解，西安、铜川等市
气象局已发布人影作业指令，安排相
关区县提前检查作业装备、储备作业
弹药、安排人员值守，做好地面人工
增雨雪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本次天气过程和旱情分
布以及火险等级高等特点，气象
部门将根据需要调配飞机和地面
火箭、高炮和烟炉等装备，在自然
降水不充分和森林火险等级高的
山区开展立体式增雨雪作业。

目前，省人影中心和全省各
市人影部门正在24小时密切监视
天气演变，全力以赴开展此次人
工增雨雪作业，缓解当前旱情,降
低森林火险等级。

本报讯（记者 陶颖）2月 22
日，降水降温消息发布，23日，走
在西安街头明显感觉到风大了、
云多了，阳光也变得“温柔”了。
降水将至，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
全，气温下降，注意保暖。

据预报，西安 24日：阴天有
小到中雨，南部山区雨夹雪或小
到中雪，3～7℃；24日晚到25日：
阴天有小雨，南部山区雨夹雪或
小雪，2～8℃；26日：阴天转多云，
2～12℃；27日：阴天间多云，3～
14℃；28日：阴天有小雨，南部山
区雨夹雪或小雪，3～9℃；3月 1
日，小雨转多云，6～9℃；2日，阴
天转多云，6～11℃。

23日 9时，陕西省气象台发
布最新天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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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毫米，关
中15-30毫米，陕南20-50毫米。
其中24-25日陕北雨夹雪转大到
暴雪，关中西部、陕南西部小到中
雨，关中东部、陕南东部有中雨，
秦岭山区有小到中雪。全省日平
均气温陕北、
关中下降8～
10℃，关中南
部局地下降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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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有小到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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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
从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西
安地铁1号线三期车站公共区装
修设计方案，已经完成应征单位
报名、方案创作、专家评审等环
节，近日西安地铁对征集方案进
行公示，邀请广大市民踊跃投
票，评选出心目中的最佳方案。

记者了解到，新公示的西安
地铁1号线三期车站公共区装修
设计方案分别以“简篆奥妙，青
玄扶摇”“秦川古都迎新篇，连横
东西筑华章”“古今碰撞，时代涟
漪”“一朝鼎盛,盛世华章”等主
题，装修设计方案以标准单柱
站、标准双柱站和重点站秦都站
（暂定名）分别各有4套风格迥异
的设计方案。每套装修方案都
匠心独具，既有巧妙融合了历史
建筑元素的仿古设计，同时大胆
创新运用流线型元素的时尚设
计。虽然车站的设计方案不同，
但均给人以敞亮大气、精致简约
的视觉感受。即日起，市民可通

过“西安地铁”微信公众号查看
设计方案并进行投票，评选出市
民心目中的最佳方案，投票截止
时间为3月5日17时。

西安地铁 1号线三期工程
西起咸阳秦都高铁站，东至1号
线二期工程起点站森林公园站，
线路全长10.61公里，沿彩虹二
路及世纪大道敷设，均为地下
线，共设车站7座，换乘站4座。
7座车站（工程名）依次是韩非路
站、白马河路站、秦皇南路站、安
谷路站、中华西路站、宝泉路站、
秦都站。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打通
连接西安、咸阳和西咸新区主城
区快速通道，优化城市布局结
构、加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意义
重大。三期工程通车运营后将
与已经运行的地铁1号线一期和
二期贯通，将形成东至西安纺织
城，西至咸阳秦都站，横跨西安、
西咸新区及咸阳三地的轨道交
通东西向大动脉。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目前
已经进入春招期，西安人社近期
将安排多场网络招聘会、直播带
岗活动，着力为重点群体充分就
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有效帮扶。

西安市 2021年“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国企专场活动
网络招聘会于2月23日—2月24
日（9:00—17:00）举行，截至2月
22日，已有 172家企业参会，提
供10957个岗位。西安市2021年

“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医护养
老专场活动网络招聘会于2月25
日（9:00—17:00）举行。西安市
2021年“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
工”千企万岗天天网络招聘会于2
月1日—3月31日（9:00—17:00）
举行，截至2月22日，已有220家
企业参会，提供15512个岗位。

用人单位参加网络招聘会
可与西安市职介中心工作人员
联系，获取关于网络报名和参会
方法的操作指南。咨询电话：

82284260；网络招聘会网址:
szjzx.cnxincai.com。

求职者想参加网络招聘会，
可微信搜索“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
中心”公众号并关注，进入公众号，
选择“求职招聘”后，再选择“网络
招聘会”，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注
册”或“登录”，并完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完善后，自动跳转至主
页，选择“进入会场”即可参会。

西安市 2021年“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医护养老专场
活动的直播带岗活动于 2月 25
日 9:00-12:00举行，5家单位参
与直播。可通过新浪微博“西安
市人力资源市场”官方微博和猫
头英云人才市场参与直播。

西安地铁1号线三期
车站装修设计方案邀你投票

网络招聘直播带岗
西安多场招聘活动等你来

车站装修设计方案效果图

降水降温天气来袭

2月24-28日我省有一次明显降水及降温天气过程，记者从陕西省气象
局昨日上午召开的重要天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次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
降温幅度、降水量较大，将对交通、电力、旅游和群众生活生产产生较大影响。

我省大部分公路和铁路路
段道路湿滑风险较高，陕北和秦
岭山区路段道路低温结冰、积雪
风险高，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将
受影响。特别是27-28日的雨雪

天气造成的道路湿滑、道路结冰
容易引起行人滑倒摔伤和车辆
追尾擦撞事故，陕北和秦岭山区
降雪量大，对交通安全及运行有
较大影响，需做好相应防范准

备。目前正值春运和学生返校
时期，自驾出行、旅游客运、过节
返程等交通流量较多，出行需注
意安全，谨慎驾驶，雨雪天气时
应减速行驶。

2020年10月以来，全省气温
整体偏高、降水偏多，但时空分
布极为不均，全省大部分地方森
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中等
偏高状态。尤其是 2021年 1月
以来，全省降水偏少、气温明显
回升，加之空气湿度小，风速加
大，使得我省大部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持续偏高。近期，我省

森林草原火险形势极为严峻，
全省绝大多数地区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为 4 级（高度危险）以
上，其中陕北、关中大部及陕南
部分地区的等级已达到 5级（极
度危险）。

受本次雨雪过程影响，我省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明显降低，预
计本次降水过程期间陕北南部、

关中及陕南地区森林草原火险
等级将降至 1级（没有危险）至 2
级（低度危险），陕北北部以 2级
为主。不过此次降水过程结束
后，各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将迅
速回升，加之进山入林旅游人员
增多，春耕生产全面展开，野外
违规用火明显增多，森林防火形
势仍非常严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旅游及健康生活气象影响预报
我省大部旅游景区将受到雨

雪、大风、降温影响，近期出行的
旅客需合理安排旅游线路，尽量
避开受雨雪天气严重影响的路
段，旅游接待单位需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提前采取相应措施，防范
雨雪、降温及道路结冰对旅游出
行的不利影响,确保安全出游。

此次降温过程可能导致用
电、用气负荷的升高、感冒及心脑

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天气从晴
暖转向阴雨，气温起伏大，感冒指
数为3-4级，容易感冒,公众需注意
防寒保暖，防范和减少流感、呼吸
道等疾病发生。 本报记者陶颖

我省将开展人工增雨雪作业
缓解当前旱情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晴好天气暂歇

今明我省局地有大到暴雪

出行驾车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