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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中午，记者来到西
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在校区北
门记者看到，为最大限度消除潜
在疫情风险及暑期安全隐患，西
安交通大学实行常态化疫情防
控。校门口设置有专门的扫码
登记通道，学校安保人员佩戴口
罩、手持额温枪在岗，要求所有
进入校园的人员正确佩戴口罩，
接受体温检测及查验健康码。

记者在与安保人员交流中
了解到，除佩戴口罩、接受体温
检测及查验健康码外，进入校园
的西安交通大学师生，还须查验
校园出入证及一卡通，确认身份
后，方可进入校园。当前正值暑
期，校外人员需进入校园办事怎
么办？安保人员表示，来访者需
提前联系接待部门，由接待部门
向保卫部门申请登记审核后，发
放电子预约码，来访者手机出示
电子预约码，佩戴口罩、接受体
温检测及查验健康码后，方可进
入校园。“无法提供相关出入凭

证、预约码的外来人员，以及不
佩戴口罩、不接受体温检测及查
验健康码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校园。”

随后，记者来到西安理工大
学金花校区，在校区南门和东门
记者看到，学校安保人员提醒并
监督进校人员佩戴口罩、扫健康
码、接受体温检测。外来人员必
须有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
或专人来接，才能入校。

30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太乙
路上多家银行，进入时，均被要求
佩戴口罩并扫健康码，门口有专
门的工作人员查看扫码情况并测
温。一位女士前来办业务忘记戴
口罩，工作人员拿出一个递给她，
并提醒道，“近期出门一定记得戴
口罩，不然会很不方便。”

记者进入西安公交集团第
三分公司时，门口安保人员表
示，须佩戴口罩、扫健康码并接
受体温检测，完成后，还要求填
写来访信息。

高校防疫严上加严 拒绝无关人员入校

本报讯（记者李佳）7月30日
晚，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发布疫情
防控重要提示。为落实近期省、
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进一步做
好国内风险地区及重点区域来返
陕人员的管控工作，经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研
究决定，从 8月 1日 0时起执行以
下政策，现提示广大旅客：

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城市
（含 14天内旅居史）旅客乘机来
陕，须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特殊情况未持核酸检测
证明者，落地后需配合工作人员
在机场就地进行核酸检测。

对于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
机场来陕航班，所有旅客需由目
的地所在地市、西安市各区县接
回，根据风险程度有关规定，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或居家隔离 14
天，并按要求进行多轮核酸
检测。

对于江苏宿迁，四川成都、绵
阳、宜宾，辽宁沈阳、大连，云南德

宏等其他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城市
来陕航班，由工作人员在出舱前
查验核酸检测证明、“西安一码
通”及行程卡，分别按以下流程处
置：红黄码旅客及境外元素旅客，
主动申报旅客，由旅客目的地所
在地市、西安市各区县接回，根据
风险程度有关规定，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或居家隔离 14天，并按要
求进行多轮核酸检测。绿码旅客
正常通行。

其他国内航班旅客，由机场

防疫工作人员在航站楼国内到达
查验区查验“西安一码通”，分别
按以下流程处置：红黄码旅客及
境外元素旅客，主动申报旅客，由
旅客行程目的地所在地市、西安
市各区县接回，根据风险程度有
关规定，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或居
家隔离 14天，并按要求进行多轮
核酸检测。绿码旅客正常通行。

此外，对于无法提供西安一
码通、行程卡的老人和儿童进行
手工登记，按类处置。

今起中高风险地区旅客乘机来陕

须持48小时内核检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受疫
情防控形势影响，我省全面收紧
社会管控措施，即日起，西安火车
站地区也升级了相关疫情防控举
措，从中高风险地区来的旅客下
车后通过专用通道出站，现场进

行免费核酸检测。
管控措施升级后，西安火车

站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置专用
通道，从站台一直到出站口，从中
高风险地区来的旅客不与其他旅
客混合出站，中高风险地区到达车

次，由防控人员身着二级防护服进
入站台，带领全车旅客走专用通道
出站。从中高风险地区来的旅客
出站后现场进行核酸检测。对于
边境省份到达旅客，设置免费核酸
检测区，提供相应检测。

全省有 12个地市派专班进
驻西安火车站地区，在指定区域
办公，实施精准定向分流，对从中
高风险地区抵达西安的各地市的
人员由西安市各区县、省内各地
市定点接送离开。

中高风险地区旅客下火车后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 李佳）7月
30日晚，西安机场巴士发布通知称，

为有效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结合
近期疫情防控形势，西安机场巴士将

于2021年7月31日起临时关停钟楼
饭店站点，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旅客

可就近前往火车站陇海大酒店站点、
西稍门空港商务酒店站点乘车。

钟楼饭店机场巴士临时关停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7月30
日，临潼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
紧急提醒，即日起对主城区（骊山
街道、斜口街道、秦陵街道、代王
街道）常住人口、外来经商务工人
员和外籍人员以及重点区域人员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相关市民服从所在社区（村）
安排，由社区（村）组织分批错时
前往采样点，按工作人员指引完
成采样工作，确保应检尽检，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前往采样时，请
主动配合测温、扫码、出示居民身
份证，排队过程中请全程佩戴口

罩，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间隔，不
交谈、不聚集。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
觉味觉减退或丧失、鼻塞、流涕、
咽痛、结膜炎、肌肉痛、腹泻等症
状，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治

疗，并主动告知旅行史，就医过程
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各级
医疗机构和发热门诊要提高敏感
性，充分发挥“哨点”的监测作用，
强化对就诊患者和陪同人员疫情
发生地旅居史的询问和检视，提
醒做好防护措施。

临潼主城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我省多条高速
防控措施公布

本报讯（记者谢斌）随着防控措施升
级，7月31日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内多条高
速公路以及收费站疫情管控措施公布。

绕城高速河池寨、长安路、曲江、纺
织城、香王、新筑、杏园、未央收费站出
口对冷链运输车辆进行查验。

京昆高速西汉段三星、鄠邑、涝峪
收费站出口对冷链运输车辆查验核酸
检测及货物检疫报告,对不符合要求的
运输车辆进行劝返或收缴。

连霍高速西渭段灞桥收费站出口
对中高风险地区车辆进行劝返;灞桥、豁
口、临潼、兵马俑、新丰收费站出口对冷
链运输车辆进行检查、扫码、查验核酸
检测报告。

延西高速西铜段铜川新区、黄堡、
耀州南、铜川主线收费站出口对装载进
口冷鲜、冷冻货物的车辆要求凭72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通行,无核酸检测
移交防疫部门统一处理。

沪陕高速西商段洛南收费站出口对
未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的外省车
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腰市收费站出口对
高中风险地区车辆人员进行测温。

包茂高速西耀段泾阳收费站出口
对冷链车辆查验登记。

省文化和旅游厅

紧急部署安排
文旅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夏明勤）为贯彻落实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
通知》和陕西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7月
30日，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急下发通知，
对全省文旅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
部署安排：

一、全省各A级景区要严格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扫码验码、体温检测、佩
戴口罩”等疫情防控要求，强化景区购
票预约制度，所有景区实行网络实名制
购票，全面掌握游客基本信息，以便高
效追踪管控。同时，安排专人监督游客
在游览全过程中佩戴口罩。

二、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通知旅
行社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陕旅游团队
的劝返工作，暂停赴中、高风险地区“机
票+酒店”的业务经营。

三、对A级景区、公共文化场所、文
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发现有发
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的游客，文旅
部门要及时对其进行管控，并第一时间
报告疫情防控部门。

省图书馆暂停举办
各类线下活动

本报讯（记者 夏明勤 赵明）7 月
31日，陕西省图书馆传来消息，为避免
人员聚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将在现有
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疫情管控。入
馆读者须佩戴口罩。即日起暂停举办
各类线下活动，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入馆读者须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
离，配合扫码、核码、测温和登记工作。在
馆期间也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保持间
距、不聚集、少交谈、间隔落座。体温高于
37.3℃的人员须在留观区等待二次核验；
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入内。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长安路馆区
同时段在馆读者上限为2000人、二楼少
年儿童馆为 150人（含陪同家长），西大
街少年儿童分馆上限为 100人（含陪同
家长）。

西安各单位及小区疫情防控升级

测温扫码戴口罩 一个都不能少
我省7月30日起全面收紧社会管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

反弹。7月30日、31日，记者走访西安多家单位、多个小区，了

解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7月 31日中午，记者来到莲
湖区西市中路附近的西市佳园
小区，了解小区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在小区东门记者看到，
小区门口设置有自动测温设备
并在显著位置张贴了电子健康
码（二维码），同时，喊话器反复
播放进入人员必须主动接受测
温和查验健康码的提示。记者
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进入小区
的居民，均主动配合测温并扫健
康码，整个小区进出井然有序。
一位小区居民对记者说，“正确
佩戴口罩、规范测温并扫健康码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健
康负责，小区严格要求完全可以
理解。”

7月 31日下午，记者来到莲
湖区永安路上的龙湖水晶郦城小
区，进入小区时，工作人员表示佩
戴口罩、扫码测温后方可进入，因
没有门禁卡，扫码测温后，工作人
员递上登记本，表示外来人员还
需登记来访信息。进入小区记者
看到，有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正
在进行全方位消杀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张彦刚陶颖
实习生代依菲

喊话器持续提醒 进入小区须扫码测温戴口罩

居民扫码、测温进入小区。 本报记者 代泽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