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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18时 30分，西安市气象
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强冷空气
影响，27日夜间至 30日西安市有
一次寒潮天气过程。过程降温幅
度：平原地区下降 10～12℃，秦岭

山区下降 12～14℃。最低气温将
出现在 12月 1日凌晨，城区可降
至-5～-3℃，秦岭山区-8～-6℃。
2-4 日最低气温将持续偏低。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27日夜

间至 28日，平原地区有小雨，南部
山区小雨转雨夹雪转雪。过程累
计降水量：平原1～5mm，南部山区
4～8mm、积雪深度 2～5cm。过程
期间伴有大风天气，预计28日有5

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
另外，24-26日夜间至清晨山

区、河谷地带易出现大雾或浓雾天
气，能见度较低。

本报记者陶颖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
彭佳仪）记者昨日获悉，目前，西
安市商务局已安排部署各大商超
物资供应工作，要求各保供企业
加大储备供给，内保供应，外保
货源，确保各大型商超物资供应
不断档、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
同时，将 24 小时实时监测生活
必需品储备、供应情况。11 月
24 日，记者分别走访西安多家
超市，了解蔬果及生活物资供应
情况。

10时 23分，在朱雀大街南段
的华润万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蔬
果、肉类及熟食类产品主要集中
在二楼，超过 10 位店员“满场
跑”，手中拿着一张清单——住在
附近的居民通过手机线上下单
后，由超市工作人员配货，交给外
卖骑手无接触配送至消费者手
中。在超市二楼的一个角落里，
地上摆放着超过 20个购物筐，里
面是等待配送的商品。骑手来了

之后，工作人员核对信息后，对方
提走商品。

骑手小方就是他们中的一
员，这是他当天派送的第 5 单。
最近，不少市民选择在线上购买
餐饮外卖、生活物资，小方他们比
平时要忙一点。骑着电动车行驶
到超市门口，经过测量体温，出示
核酸证明、健康码等，小方进场取
货。这个订单中，消费者购买了
一袋大米、榨菜、酸奶及方便食
品。取货完成，小方开始送货，目
的地是距离 2.3 公里的一个小
区。11时08分，小方驶入清凉寺
路和朱雀南路交叉口。等红灯的
间隙，他的目光扫了扫这两条昔
日热闹的主干道——和相对热闹
的车流相比，行人少了。

在中贸广场的永辉超市，按
照超市工作人员的要求扫码、测
温并出示 48小时核酸证明后，记
者进到店内。货架摆放得井井有
条，各类物品琳琅满目，工作人员

也都戴着口罩。“最近疫情虽然反
复，但货物供给没问题，随时来都
能买到。”一位工作人员说，目前
所有货物供应链均能够保证安
全，所有的物流运输线都经过严

密的消毒。同时，超市每天会进
行消杀等防疫工作，工作人员也
都佩戴口罩、手套，每天进行核酸
与体温检测。“菜品供应依旧稳
定，大家合理购物就好。”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疫情
处置中，社区承担着守好疫情
防控出入口，落实辖区内企业
主体责任，动员居民做好个人
防护等任务，是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最前沿的阵地，也是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重要防
线。11月 24日，记者专访了西
安市新冠疫情防控专家胡妮，
就怎样提升社区防控能力、共
同构筑社区疫情防控的严密防

线做出解答。
国家的二十条优化措施对风

险区的划定、密接人员的管理及
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的隔离措施进
行了调整，少了中风险区这个缓
冲带，扩大了需要居家隔离的人
员范围。这些措施的实行，对社
区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一是
社区要全面、准确掌握社区人员
底数；二是若社区划定了高风险
区，采取封控措施时要更严格；

三是要严格落实居家隔离、居家
健康监测等人群的核酸检测、健
康状况监测等措施，杜绝出现

“管而不控”“管而不严”等现象
的发生。

疫情处置中，社区承担着守
牢疫情防控出入口，落实辖区内
企业主体责任，动员居民做好个
人防护，及为居家人员做好服务
管理等任务，是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最前沿的阵地，也是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重要防线，需
要广泛动员镇（街）干部、社区干
部、基层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
各方力量，切实提升社区防控能
力，共同构筑社区疫情防控的严
密防线。

日常工作中社区可通过发挥
楼栋长作用，采取主动联合城管、
市场监管等部门落实企业责任，
组建居家隔离微信群等方法，会
更有利于各项措施的落实。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我国综合性
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近日
获得太阳硬 X射线图像，并对外发
布。这也是“夸父一号”升空后首次
发布科学图像。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甘为群
介绍，此次发布的图像是对 11月 11
日1时（世界时）爆发的一个M级太阳
耀斑的成像，由卫星载荷硬X射线成
像仪（HXI）拍摄。虽然还在测试期，
但成像效果已经非常优异，从中可以
识别出爆发细节和太阳的精细结构。

“夸父一号”卫星全称先进天基
太阳天文台（ASO-S），是一颗综合性
太阳探测专用卫星，于2022年10月9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卫星科学目标为“一磁两暴”，即同时
观测太阳磁场及太阳上两类最剧烈
的爆发现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并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
用、关联等，同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
供支持。硬X射线成像仪是卫星三
大载荷之一，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牵头研制，承担着“一磁两暴”中
观测太阳耀斑非热辐射的任务。

硬X射线成像仪载荷主任设计
师张哲、数据科学家苏杨介绍，“夸
父一号”入轨一个多月以来，硬X射
线成像仪开展了各项在轨测试和定
标工作。目前，该载荷状态正常，各
项功能、性能均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已顺利投入科学观测活动。在完成
后续定标后，载荷成像质量预计还
将进一步提高。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2022年西
安市退役军人及未就业随军家属秋
冬季专场招聘会和系列直播招聘活
动，于 11月 24日至 29日举行，活动
内容丰富，招聘岗位众多，求职者不
要错过机会。

此次招聘由西安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西安市国
资委共同主办。有招聘退役军人和
未就业随军家属需求的企事业单位，
退役军人和未就业随军家属及其他
有就业需求的求职者均可参与。

本次网络招聘会和系列直播招
聘将于 11月 24日 9:30至 11月 29日
17:30在猫头英云人才市场举办，共
有200余家岗位优、待遇好的大中型
企业提供 15000余个岗位供选择。
系列直播招聘提供就创业政策宣
讲、法律税务知识宣讲、就业指导和
优质企业直播送岗。

网络招聘会及系列直播时间安排
和参与方式，可登录“西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号查看。

退役军人及未就业
随军家属专场招聘来了

27日起陕西有强降温、雨雪和吹风天气

寒潮天气来了
西安降温幅度将达10℃以上

西安商超生活必需品充足
市民线上下单安全购物

市民在超市选购蔬菜。 本报记者 马昭 摄

提升社区防控能力筑牢社区防线

24日，陕西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受强冷空气影响，11月27日至30日我省自北向南
有一次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陕北部分地方可达强寒潮级别。24日18时30分，西安市气象台发布重
要天气报告：受强冷空气影响，27日夜间至30日西安市有一次寒潮天气过程。

陕北部分地方可达强寒潮级别
24日，陕西省气象局发布重大

气象信息专报：受强冷空气影响，
11月27日至30日我省自北向南有
一次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陕北部
分地方可达强寒潮级别。过程降
温：陕北大部、秦岭山区、关中北
部下降 12～14℃，局地降温超过
16℃；关中南部、陕南下降 10～
12℃，局地超过 12℃。最低气温
陕北出现在 30日，其中陕北北部-
17～-15℃，陕北南部、秦岭山区-
14～-12℃；关中、陕南出现在 12
月 1日，其中关中北部-8～-6℃，

关中南部和商洛-6～-3℃，安康、
汉中-3～-1℃。另外12月1日后我
省气温持续偏低，4日前陕北最低
气温-14～-6℃，关中陕南0～-6℃。

过程期间大部地区伴有大风
天气：28日陕北、关中、陕南东部阵
风风速6-7级、局地8级以上，陕南
西部阵风风速 6级左右。29日陕
北、关中北部、商洛阵风风速 6级
左右。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27日夜
间至 28日，陕北南部、秦岭山区小
雨转小雪，关中、陕南有小雨，其中

关中东部、陕南东部局地有中雨。
29日至30日关中南部局地、陕南有
小到中雪或雨夹雪，秦巴山区局地
大雪。过程累计降水量：陕北南部、
关中北部1～5mm，关中南部、陕南
西部4～7mm，陕南东部6～15mm，
秦巴山区积雪深度2～7cm。

11月25日、26日夜间至清晨，
关中、陕南能见度较低，山区、河谷
地带有大雾或浓雾天气，27日清晨
全省大部能见度较低，陕北北部及
西部、关中南部有大雾天气。

此次寒潮雨雪天气过程持续

时间长，降温剧烈，部分地方达
强寒潮级别，并伴有大风天气，
建议相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降
低强降温、雨雪和大风天气对交
通、农业畜牧业和能源供应等的
不利影响。

提醒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
时添加衣物做好防寒保暖，谨防
强降温可能引发的冬季流感等呼
吸道疾病；户外核酸检测人员需
注意防风防寒防雨；居家取暖注
意用电用火安全，防范火情和一
氧化碳中毒。

西安寒潮天气过程降温幅度达10℃以上

本报讯（记者 谢斌）省市场监管
局近日印发通知，对加强社会监督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市场监管局明
确要求，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监督各级
工作人员执行《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工
作人员廉洁从政“十严禁”》。

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级要强化
政务公开，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及时
公开市场监管重点任务、工作要求、
监管规范、执法流程、作风纪律和廉
洁从政“十严禁”等信息，拓宽监督
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拓宽市场监管监督渠道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夸父一号”卫星
“拍了拍”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