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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集中隔离点
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陕西
阳光讯（记者 杜丽芳）近日，
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对全省集中
隔离点的食品药品和疫情防控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专项安排部署，
推动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切实做好全省
药品和
4万余名集中隔离人员的食品、
防疫物资安全监管工作。
通知明确隔离点食品安全工作的
食材
具体内容，
要求对从业人员上岗、
来源、
操作加工、
清洁消杀及安全送餐
等全过程监督，
强调增加环境和物品的

消杀频次、
严格所有在岗人员的安全核
细化
查、
严守食材加工环节管理要求、
送餐关键节点设置等措施，
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集中隔离人员饮食安全。
通知要求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用
使用等环节全过
品的药械生产、
流通、
程监管；加大对零售企业监督检查和
抽检力度，对集中隔离点使用的疫情
防控药械进行重点抽样检验，严把药
械采购、
储存、
销售和运输等环节质量
确
关，
严控严防不合格药械流通使用，

保集中隔离点药械质量安全。
通知指出在前期防疫用品产品
质量监管工作开展的基础上，
全面加
供应等环节质
强疫情防控产品生产、
量安全监管；
加大对生产销售企业监
督检查力度，
落实供应企业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严把原材料入库、生产工
指
艺、出厂检验等质量管控关键点；
导集中隔离点落实进货查验等制度，
确保集中隔离点疫情防控产品质量
安全。

曲江新区抗疫生活便利店来了
曲
阳光讯 （记者 张晶）1月5日，
江新 区 各 小 区 内 的 抗 疫 生活 便 利
店已经运行到了第4天，店内销售
的牙 膏、卫生纸、洗漱 用品等 各 类
生活必需商品，为小区居民解决了
燃眉之急。

“我们先是通过小区业主群，收
集了 大家有 哪 些 紧 缺的 生 活 必 需
品，
然后统一进行采购。同时我们也
会根据前1天的销售情况和居民反
馈，加强部分商品的采买。”现场工
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基本能满足小

区内居民们的相关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满足小区居民
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同时，曲江新区
部分小区抗疫生活便利店还销售有
西安饮食老字号预包装商品、楼观
生态净菜等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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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区楼阁台小学：
组织师生和家长收看心理健康讲座
阳光讯（记者 张允铎 通讯员 孔明珠）为切实加
强陕西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
全面发展，
根据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关于《陕西省教
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心理
日前，
西安市楼阁台小学
健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
组织全体师生和家长收看了全省线上心理健康暨家
庭教育讲座。
指导疫情下如
讲座分别针对家长、
教师和学生，
健康生活。
何进行心理防护，
保持良好心境，
讲座中，西安市第六中学党支部书记赵江社以
从家庭关系入手为
“好家庭出好孩子”
的观点引入，
各位家长深入剖析疫情期间家庭教育、
亲子陪伴、
彼
此尊重的重要性；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
，
师、
教授李彩娜讲了
“疫情期间如何做好身心调适”
使得大家生活习惯、
她表示，
近段时间宅家不出门，
工作习惯等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带来了一些心理
适应新环境。
压力，
大家应该尽快调整自己，

帮困解难结真情 鲜红锦旗表谢意

“榜样力量”
潼关：
抗疫路上的
阳光讯 （记者 杨月锋 通讯员
渭南
张毅）近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市潼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第二届全
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许明理组织“最美
潼关人”
志愿者，
深入潼关县重要防控
点位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执勤队员全
力做好日常的
“两码”
查验、
人员登记、
为防控
体温核酸检测、
维护现场秩序，
人员捐献酒精、方便面、纯净水等物
资，深入社区和各防控点宣传疫情防
控政策、
发放宣传资料。
中国好人、
中国好医生、
第七届全
乡村医生刘永生
国道德模范提名者、

组织动员志愿者
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排
积极投身抗疫一线，做好宣传员、
守门员，
查员、
监督员、
为返乡居家隔
送日常用品，
离人员做核酸、
测体温、
陕西好
走村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人、
全国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张宝
富主动请战作为党员志愿者来到潼
关、华阴交界310国道疫情防控检查
，劝返
站值守，
查验过往人员“两码”
渭南市潼关县
中高风险区入境人员；
将多年积
秦东镇80岁老党员陈志强，
攒的一万元捐献给镇里的新冠疫情
防控工作。

在身边榜样的引领下，妇联“巾
潼八景
帼”
志愿服务队的女企业家们、
网络科技公司等爱心企业积极行动，
水果、
方
为防疫一线人员送来了牛奶、
便面等慰问品，
并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陕西省最美志愿者丁博组织志愿者先
后到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家中看望他
为他们捐赠了
们，
教孩子们防疫知识，
张登科
棉衣棉帽等物资。餐饮人黄博、
等看到很多一线抗疫工作者连口热饭
也吃不上，组织餐饮协会几家餐饮企
业，共同为县医院一线抗疫工作者赠
送
“爱心餐”
，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18万余元欠薪当场付清

洋县公安让农民工安心过年
阳 光 讯 （记 者 李 希 通 讯 员
董瀚 蔚 文 /图）
“马上就要过年了，
公安民警千方百计为我们讨回工资，
真是太
让我们能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感谢了！”
一场特殊的
2022年1月7日，
“发薪”仪式在汉中市洋县公安局举
行，
仪式现场，
农民工代表紧握办案
民警的手，
激动地说。
2020年6月28日，陕西汉龙实业
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
难，
法人李某拖欠68名工人工资18万
余元。洋县劳动监察大队虽多次开展

并离
调查，
但因李某拒不接受询问，
故拖欠的工资一直
开洋县进行躲避，
无法追回。后案件移交洋县公安局，
洋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全面分析案情、
调查取证，并对李某进行网上追逃。
民警赴安康市将李
2020年11月28日，
某抓获，李某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
但自己无力支付拖欠工资。民警
多次对其做思想工作，
最终成功从李
某处执行拖欠工资18万余元。
2022年1月7日，洋县公安局举
行了集中返还仪式。副县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宏，公安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贾杰，洋县人社局
副局长杨义军分别向陕西汉龙实
业有限公司68名农民工发放拖欠
工资187289.2元。

阳光讯（记者 马小亮 通讯员 杨少杰 文/图）近
日，汉中市勉县武侯镇关山梁村三名村干部手捧题
村
有
“抢险救危 真情为民”
的锦旗来到勉县税务局，
党支部书记殷红平说：
“在关山梁村危难之时，勉县
我代
税务局为关山梁送来了慰问物资，
如雪中送炭，
表全村村民，
对你们表示感谢！”
武侯镇
勉县突遭暴雨洪灾，
2021年8月21日晚，
关山梁村损失惨重。当时的驻村工作队员得知信息
后，
第一时间向勉县税务局主要领导汇报，
局领导当
即安排干部购买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运送
到关山梁村，村里的干部群众激动地说：
“税务局此
举真是雪中送炭，冒着大雨把吃的、喝的送到家门
口，
真让人感动。”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机修二车间建设工程
获评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和“太阳杯”工程
阳光讯（记者 史超 通讯员 赵琦）近日，
中国煤炭
建设协会、煤炭工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公布了
工程
2020~2021年度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和“太阳杯”
表彰名单，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机修二车间建设工程
榜上有名。
机修二车间建设工程开工建设以来，机电公
司按照国家工程管理规范要求，全力以赴打造优
质工程，针对施工工期有限、涉及专业众多、高空
作业频繁、周边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等因素，制
订了工程管理制度、验收标准等制度10余项，严
格执行施工阶段风险预测、防范、控制，减少和规
避风险，执行施工单位自检、监理预检、建设单位
联合检查的“三级验收”体系，有效保障了建设过
程中存在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