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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毅伟）4月29日，
西安市疾控中心发布“五一”假期
健康提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有关专家分析，“五一”假
期旅游人次将呈现增加趋势，甚至
可能突破 2019年同期旅游人数。
然而，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疫情防控不能松懈。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
布假期旅行温馨健康提示：尽可
能避免出境旅行。当前境外多

个国家和地区疫情严重，个人出
境旅行感染风险较高。如确需
出境，返回时须提供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入境后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以及后续健康随访。尽可能
避免前往国内中风险地区。出
行前关注国内风险地区变化
情况。

出行前：了解旅行目的地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配合当地疫情防控
管理，积极做好测温、扫码等措

施。关注旅游景点预约、限流、错
峰等规定，合理安排行程，避免扎
堆聚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
勤消毒，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
防护。要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空
间密闭、通风较差的场所活动或长
时间逗留。

旅行途中：乘坐飞机、火车、
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出行时要
遵守秩序，做到不拥挤，规范佩戴
口罩，并妥善保存有关票据。如

出现发热、头痛、乏力、嗅觉味觉
减退或丧失、腹泻、干咳等新冠肺
炎可疑症状，请立即终止行程，做
好防范感染他人的措施，并立即
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

旅行归来：继续关注自身健
康状况，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
现前述症状，请及时就医，前往医
院时应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并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主动告知
相关旅居史。

西安市疾控中心发布“五一”假期健康提示

尽可能避免出境旅行

健康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 29日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
一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达 575
万例，其中 40%以上来自中国陆
上邻国，多个国家出现暴发式增
长，疫情防控呈现长期性、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

“截至 4月 28日 24时，全国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4390.5万剂

次，其中55%为近一个月接种。”米
锋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疫苗
接种工作不断档、“不打烊”，各地
要精细化管理、有序安排接种，同
时要做好接种人员轮换、轮休和防
护；也希望广大群众积极接种，尽
早接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说，“五一”
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正

常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她提醒
接种者在现场接种时也要做好
个人防护，比如要戴口罩、保持

“一米线”距离排队，不要扎堆
聊天。

“负责接种的医务工作者会
认真解答接种者的问题，核对每
一位接种者身份证信息以确保
接种工作的安全有序。”杜雪
平说。

基层接种单位会提供哪些便
民服务？杜雪平介绍，有的地方
为老年人接种设立绿色通道、预
约接诊，老年人来了不用排队等
待；有的地方提供老花镜、放大镜
和大号字体宣传册，方便了老年
人阅读；还有的地方适当配备了
控制慢性病和抢救的药品种类，
尽可能为群众提供便利和安全
保障。

“五一”期间疫苗接种“不打烊”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4390.5万剂次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记者从西
安博物院获悉，小雁塔景区将于4月
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疫情防控期
间，该院实行“免费不免票”开放，每
日限流1.1万人，需提前预约门票。

据了解，“五一”假期（2021年 5
月 1日至 5日），西安博物院（馆区、
园区）开放时间为 9:00-18:00（17:00
停止入园），每日限流 1.1万人，需提
前预约门票。个人预约通道：关注
西安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
务”选择“门票预约”，进入预约界
面；也可进入西安博物院官方网站，
通过手机微信扫描官网首页“服务”
栏目的“在线订票”二维码进行预
约。也可登录美团或者大众点评，
搜索西安博物院，点击“免费预约”，
选择“游玩日期”“场次”“数量”，进
行实名登记预约。已到达现场但未
提前网络预约的游客，需要用微信、
美团或者大众点评扫描西安博物院
门口二维码进行现场预约。预订成
功后在预约日凭西安市一码通，从
西安博物院西门、北门、南门闸机处
刷身份证有序入园。入园前，请主
动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西安市“一码
通”绿码（健康码），配合工作人员做
好体温检测和健康登记工作，如出
现体温异常（≥37.3℃）、咳嗽、气促等
症状则谢绝入园。

西安博物院提示，应疫情防控要
求，采取分时预约、分时入园政策，每
天分为 9:00-11:00、11:00-13:00、13:
00-15:00、15:00-17:00 四个预约场
次。需提前线上预约，并严格按照预
约时间到场入园，提前或者迟到均无
法入园。

本报讯（记者 陶颖）4月 29日，
陕西省气象台发布“五一”假期专题
预报：预计“五一”期间，2-3日我省
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余时
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4日陕
北大部、关中北部有 5～6级大风，4
日全省有弱降温。

4月 30日：全省多云转晴天，陕
北、关中大部、商洛有6级偏北风，阵
风可达7～8级。陕北部分地方有浮
尘或扬沙天气；5月1日：全省晴间多
云；2日：全省多云转阴天，陕北大部
分地方有小雨，东部局地有中雨，关
中西部、陕南大部有小雨。陕北有5
级偏南风；3日：全省阴天转多云，关
中、陕南大部分有阵雨或小雨。陕
北大部、关中北部有 6级偏北风；4
日：全省晴天间多云。陕北大部、关
中北部、商洛有5级偏北风。日平均
气温榆林下降 6～8℃，延安、关中、
陕南下降 4～6℃；5日：全省多云间
晴天。

西安4月30日：晴天间多云，有3～4
级偏北风，13～31℃；5月1日：晴天间多
云，12～26℃；2日：多云转阴天，西部局
地有阵雨或小雨，14～29℃；3日：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小雨，15～26℃；4日：晴
天间多云，日平均气温下降 2～4℃。
13～24℃；5日：多云间晴天，13～26℃。

5月2-3日
我省大部有降水

天气

本报讯（记者 陶颖）“五一”
将至，为做好公交车辆安全机
件保障工作，西安城投集团下
属的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对承
修的 6300 辆公交车进行了全面
安检。

转向、制动、灯光及轮胎等安
全机件是必检项目，5年以上车辆
是本次安检的重点关注对象，安检

采取逐车上地沟的方式进行，对于
纯电动公交车，还增加三电系统等
安检项目，修理工们对检查中发现
的故障及时维修处置，杜绝安全
隐患。

据了解，这项工作历时 10
天，于昨日全面完成，做到不放
过一辆车，不让一辆带病车上
路。节日期间，公交集团保修分

公司还将安排专人对重点景区
线路车辆进行趟次安检，公交救
援团队全员值守，确保市民安全
出行。

为确保节日期间游客正常
出行，西安公交将根据游 5（306
路）、307 路、环山旅游线路客流
情况，提前做好车辆抽调、司乘
人员班次安排等工作，有序增

加线路运力，适时开通地铁华
清池站至兵马俑的区间车。根
据市区线路客流变化规律，增
加途经公园、旅游景区、商业中
心的线路运力，重点加强途经
大雁塔、钟鼓楼、大唐芙蓉园、
昆明池、植物园、秦岭野生动物
园、楼观台、东汤峪等景点的线
路运力配备。

6300辆公交车“体检”确保节日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
4月29日获悉，“五一”期间市民用户
可享受5天免费骑用公共自行车。

西安公共自行车在假期内诚
挚欢迎各位用户选择“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畅游古城西安。新用
户可在长安通客服体验中心网点
线下办理业务，也可下载“西安城
市公共自行车”APP线上开通骑行
业务，业务均为实名制办理。如有

疑问，请致电公共自行车客服热线
965318。

节日期间西安公共自行车公
司将对设备进行维护，在此期间，
两处营业网点暂停办理业务，

2021年 5月 6日起恢复正常，分别
为：凤城二路客户体验中心（凤城
二路与未央路十字向东 200米自
行车公司院内）；曲江闸机服务点
（会展中心地铁站C口右手侧）。

西安公共自行车假期免费骑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2021年
“五一”假期铁路运输自 4 月 29
日至 5月 6日，共计 8天。从目前
车票预售来看，假日期间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
355 万人次，同比 2020 年增长
217%，旅客发送量出现大幅增长
势头，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 56万
人次。

“五一”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661 趟，西安至北京、上海开行
夜间动车，西安铁路局预计加
开西安至峨眉山、银川、重庆等

方向旅客列车 661 趟。届时，还
将根据每日客流具体情况随时
加开、重联旅客列车，助力假期
出行。

针对西安至北京、上海方向
客流增幅较为明显的实际，开行
夜间高铁服务旅客出行。西安
至北京 D4852 次，21:56 西安始
发，2:36终到北京。西安至上海
D308 次，19:35 从西安始发，6:20
终到上海；西安至上海 D312次，
20:23 从西安始发，6:26 终到上
海。D308、D312次动车组列车夕
发朝至，两趟列车均设有动卧，

可在列车上睡一夜后第二天早
上到达上海。延安至成都直达
动车首次投入“五一”假期运输，
每日开行 102趟西安与成都间往
返高铁。

自 4月 10日调图后，延安至
成都直达动车首次投入小长假运
输，这也是西安铁路局今年以来
开行的红色旅游列车。列车 7:40
从延安始发，14:47终到成都。延
安到成都可实现一日往返。西安
至成都间每日开行往返动车组列
车 102趟，开行趟数较清明小长假
期间增长 41%。加开西银高铁动

车组列车，每日 44趟西银高铁列
车往返开行，“五一”假期，西安与
银川间每日开行往返动车组列车
44趟。西安至银川，从早上 8时
到晚上 8时，平均半小时一趟，最
快运行时间仅需 3小时 05分，出
行非常便捷。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今
年“五一”是西安火车站北侧高
架候车室投用后迎来的第一个
小长假运输，进站时间有所增
加，请在西安火车站乘车的旅
客，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避免
耽误行程。

陕西铁路假期加开661趟列车

小雁塔景区
今起正式对外开放

出行

旅游

五一假期民生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