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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陕县广货街镇北沟
村组织全村群众清扫“七丰”通
村公路，102名党员干部群众参
加活动。

该段公路是北沟村群众出

行的主要通道，由于经常发生小
塌方，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路面清理干
净，群众出行更加安全。

通讯员 杨宁 徐世华 摄

为提升设备质量，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每年至少集
中对陇海线进行两次大修。图为3月24

日该段重点维修车间职工对陇海线树
园站9#道岔进行人工清筛。

通讯员 田锋力 摄

种下小土豆 长出大梦想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水果业已成为陕西优势产业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

生 殷博华）“水果业已成为我省
名副其实的优势产业。”3月 27
日，记者从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水果总面积
1923万亩，其中，苹果和猕猴桃
种植产量稳居全国第一。

苹果和猕猴桃两大产业如
何持续发展？省农业厅副厅长
陈文表示，为巩固和扩大我省果
业优势，我省将优化区域布局，
苹果实行“北扩西进”策略，扩大
延安北部、榆林南部优生区山地
苹果规模。猕猴桃实行“东扩南
移”策略，向适宜区和优生区集
中。在关中地区和交通干线沿

线形成“点状分布、环城发展”的
时令水果走廊。同时，我省将优
化品种结构，健全苗木特别是矮
砧苗木繁育体系。加快发展贮
藏冷链设施和精深加工，打造国
际知名品牌，扩大果品知名度。
推广“互联网+”模式，建设苹果
大数据平台。

另悉，省果业管理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全省果业拉动200
万农户近 1000 万农业人口从
业，承载着500万人的社会就业
容量。近年来，通过果业发
展，我省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
农业主导产业，实现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

新闻新闻新闻

近日，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
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
台，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针对寄件人隐私
保护、快件丢失后如何索赔等问题，进行了明
确规定。

快递实名制是指寄件人需要出示身份
证、登记个人信息，已于2015年底正式推行。

《条例》进一步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收寄快件，应当对寄件人身份进行查验，并
登记身份信息。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
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不得收寄。

快递实名制成为保障快递包裹安全的措
施之一，但同时引发人们对隐私安全的担忧。

对此，《条例》规定，除有关部门依照法律
对快件进行检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非法检查他人快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私自开拆、隐匿、毁弃、倒卖他人快件。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泄
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
信息，情节严重的最高处10万元罚款。

“全面推行实名制，要解决两个问题。”中
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一是
确保寄件人的信息可追溯。二是保护好消费
者的隐私，如果消费者的信息得不到充分保
护，实名制就很难推行下去。

逢年过节，因大批快递员返乡，部分快递
公司会出现网点停摆、快件积压的问题。如
何保证快递服务的质量和时效？

《条例》指出，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在节假日期间根据业务量变化实际情
况，为用户提供正常的快递服务。

同时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其
分支机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暂停
快递服务的，应当及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向社会公告暂停服务的原因和期限，并依法
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件。

在运送途中，因快件损坏或丢失而引发
的纠纷时有发生。中国消费者协会 2017年 8
月就《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征集意
见，发现消费者最关心快递丢失、损毁后的赔
偿问题。

关于索赔问题，《条例》规定，用户的合法
权益因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而
受到损害的，用户可以要求该商标、字号或者
快递运单所属企业赔偿，也可以要求实际提
供快递服务的企业赔偿。

另外，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
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
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
定确定赔偿责任。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快件损
失赔偿责任险种，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投保。

智能快递柜的出现让上班族不用因为
家中无人收件而苦恼，快递员也能避免白
跑一趟。快递员可将快件投放在柜子里，
并以短信等方式通知用户，提供 24小时自
助取件服务。

《条例》明确，鼓励多个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共享末端服务设施，为用户提供便捷的
快递末端服务。

除此之外，快递行业还有很多高科技，比
如分拣机器人、无人机送快递、能实时了解快
递员位置和送货时间的手机软件等。

《条例》提出，鼓励和引导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采用先进技术，促进自动化分拣设备、机
械化装卸设备、智能末端服务设施、快递电子
运单以及快件信息化管理系统等推广应用。

快递车辆通行难，是快递员关心的问
题。《条例》明确要求，依法保障快递服务车辆
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利，不得禁止快递服务
车辆依法通行。

目前快递行业大量使用的电动三轮车凭
借机动灵活、载货量较大等优点，成为快递
员“最后一公里”投递的首选交通工具。但
是，关于电动三轮车的限速标准等争议一直
存在。

《条例》要求，依法规范快递服务车辆的
管理和使用，对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行驶
时速、装载质量等作出规定，并对快递服务车
辆加强统一编号和标识管理。

现实中，部分快递企业忽视交通安全，配
送员有时会违反交通规则，扰乱城市秩序。

《条例》提出，快递从业人员应当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文明驾驶车辆。快递从业人员因执行
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快递从业人员
所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照民事侵权责

任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3月 26日，公安部表示，严查严管配送员

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
的，纳入失信记录，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入
措施。

在享受快递带来便利的同时，还要考虑
到给包裹“减负”，减少污染。目前，快递对环
保影响大的是塑料胶带和滚筒胶带。

《条例》规定，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和寄件人使用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环
保包装材料，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取
措施回收快件包装材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减
量化利用和再利用。

快递企业已经开始行动，有的大力推广
可回收的环保布袋，取代之前常用的编织袋，
还有一些企业推出了可循环利用的“共享快
递盒”。

贯铄企业CEO、快递专家赵小敏表示，从
物流行业趋势来看，推广绿色环保的循环包
装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使用一次性包装的现状，还需行业和机构共
同努力。 （邱宇 程春雨）

这八个焦点问题都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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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名制

——身份信息不实快递企
业不得收寄

2 隐私保护

——泄露寄件人隐私最高
罚款10万

3 网点停摆

——暂停服务，要妥善处理
尚未投递快件

损坏索赔4
——可要求快递运单所属

企业或服务企业赔偿

末端派件5
——鼓励企业共享设施，推

广智能快递柜

快递车辆6
——地方不得禁止依法通行

违反交规7
——造成他人损害，承担侵

权责任

包装污染8
——鼓励使用可降解、可重

复利用材料

本报讯（向华）3月27日，省
物价局向社会公布一起商品领域
价格垄断案件，我省13家人防防
护设备企业受到处罚，罚款 220
余万元。此举对规范企业经营行
为、破除行业壁垒、形成有序竞争
的市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省物价局查明，2016年以
来，我省13家人防防护设备企业

为保持产品价格水平，多次聚会
协商，成立“陕西省人防防护设备
企业自律平台”，并共同签订《陕
西省人防防护设备企业自律章
程》等书面协议，达成并实施了固
定人防门销售价格、分割销售市场
的横向垄断协议，排除、限制了相
关市场竞争，抬高了全省人防门市
场整体销售价格，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
为破除行业垄断，进一步优

化我省营商环境，省物价局已于
去年年末依法向省内 13家人防
防护设备企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2016年
度人防门设备销售金额1%到3%
不等的罚款，合计220余万元，并
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公安法制
工作暨执法办案中心建设现场
推进会上获悉，今后我省公安将
积极构建网上执法巡查常态化
机制，适时组织开展网上执法巡
查、网上执法考评，推动执法信
息化提档升级。

据悉，去年我省公众安全感
达到93.59%，人民群众对公安队
伍的满意度达到 94.36%。同比
上升 0.55和 2.16个百分点，受到
了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
肯定。

今年我省公安机关将继续
狠抓执法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

不停步，全面推进执法办案中心
升级，确保年底前省级35个执法
示范公安局、36个执法质量优秀
公安局办案中心达到标准化、精
细化、智能化，派出所的办案区
实现标准化。全面加强执法信
息化建设，大力推进执法办案系
统深度应用，大力构建智慧办案
平台，实现合成化作战、集约化
管理、智能化监督，全面实行执
法办案信息全流程管理，提升执
法办案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此
外，在执法监督、执法队伍、公安
立法和依法行政等方面持续加
压，不断提升我省公安法制规范
化建设水平。

我省公安构建网上执法巡查常态化

省物价局开出220余万元反垄断罚单

35岁的崔盼站在土豆粉加工流水
线旁，不时调整正在切丝的土豆粉，动
作娴熟。“一个月2000多元工资，还给管
饭。”崔盼戴着口罩却掩不住笑弯了的
眼睛。

崔盼家住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西
古村，地处渭北旱塬，靠天吃饭，广种薄
收。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崔盼，早年也
曾出去在一家小饭馆洗菜刷盘子，一个
月有1000元工资。后来，父母相继生病
卧床，她不得不回家照看老人。“守着几
亩地，一年到头也就刚管住嘴，父母和
自己的医药费只得靠到处借钱，日子越
过越差，还成了贫困户，根本也不敢想
找媳妇的事。”

让崔盼没想到的是，改变自己窘
境，打开幸福大门的竟然是从小吃到大
的小土豆。西古村种植土豆是从上世
纪60年代开始的，这里的土豆有着独特
的红紫色外皮，村民叫“乌洋芋”。那时
粮食匮乏，土豆就是村民们填饱肚子的

“救命豆”。
“现在，‘救命豆’已经变成了我们

脱贫致富的‘金豆豆’‘钱串串’。”说起
西古村当下正在发展的土豆产业，村支
书童有明喜形于色。

其实小土豆的华丽转身绝非易
事。童有明回忆说，当年村里的合作社
单纯搞养殖，在波动的市场环境里，合
作社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能
保住本就算不错了，还怎么带领乡亲们
脱贫致富呢？”

要想富，必须得靠产业。各级帮扶
干部也给村里出谋划策选项目，童有明
还带领村民先后跑到江苏、山东、甘肃
等地，考察过玫瑰、竹笋等多种产业，但
都不适合西古村。

“真是骑驴找驴，怎么就没想到我
们的土豆。”石柱塬上的土豆外红内白，
口感细腻。找北京专家一测，钾、维生
素C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其中每 100
克中钾含量高达352毫克。合作社最终
决定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特色的土豆
产业。

2015年，西古村开辟了 30亩试验
田，通过对品种、化肥、管理技术的实
验，选定“石柱 1号”“荷兰十五”“紫白
花”等口感好的优良品种，铺设节水灌
溉带精准灌溉，购买土豆种植机机械化
生产，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施
肥。一时间，在当地市场只要看到红皮
的“石柱1号”土豆，大家都争相抢购。4

斤装的土豆礼盒甚至卖到23元，售价是
普通土豆的2倍多。

2016年，合作社建起了手工土豆粉
条加工作坊，一个月能产 2千斤土豆粉
条，1斤装的土豆粉条卖 20元钱，不仅
价格比市场上普通的粉条高，而且供不
应求。

现在合作社土豆产业开始向上延
伸做土豆育苗，向下延伸进行深加工。
去年12月1日，合作社建成了现代化的
土豆粉加工标准厂房，日产量4吨，产值
可达2.6万元。小土豆在这条现代化的
厂房里摇身一变，变成了土豆粉条、土
豆粉丝、火锅专用大拉皮，还有可即食
的桶装方便土豆酸辣粉。

工厂现在有 53位村民在家门口上
班，崔盼就是在合作社上班的30位贫困
户之一。崔盼等44户贫困户，只要腾出
土地，合作社就免费给他们统一机械化
播种、施肥、收获。合作社还将贫困户每
户6000多元的扶贫资金作为股金入股到
合作社，年底他们还可以从合作社领到
1000多元的分红，3年后再拿回本金。

“工厂打工一份
工资，土豆种植一份
收成，贫困户分红又

是一份，我在家门口上班能拿 3份钱。”
崔盼说。

石柱镇党委书记王小会介绍，现
在，西古村已脱贫 31户 92人，并于去
年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小土豆不仅
为西古村插上了脱贫致富的翅膀，还
带动了石柱镇 15个村 265户贫困户。
截至去年年底，石柱塬上种植土豆已
达3000多亩。

“我们已经注册了商标，将来要将
石柱土豆做成知名品牌。现在正在研
究土豆小麦调和粉的开发，下一步要做
出土豆挂面、土豆馒头、土豆烤馍等消
费者喜爱的产品。我们想抓住国家提
出将土豆主粮化的机遇，将小土豆做成
大产业，让小土豆成就更多乡亲们脱贫
致富的大梦想。”童有明信心满满地说。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崔盼骑着摩托
车下班回家。渭北旱塬绿色已经渐露
头角，路两旁小麦如茵，迎春花也在阡陌
间绽放着春天的味道。田间种下的小土
豆，又在崔盼心里催生了一个“小目标”，今
年得娶个媳妇带回家。 （储国强 梁娟）

■企业快讯

本报讯（通讯员 王嘉）3月
27日，省慈善协会慈善捐赠签约
仪式举行。

会议现场，还签约了“大德
慈善基金”协议与“医疗健康慈
善基金”协议。“大德慈善基金”
是陕西大德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在省慈善协会建立的本金
为 1000万元，年实际捐赠 50万
元，连捐5年，捐赠善款总额为
250万元的慈善冠名基金，用于

扶贫济困、安老扶孤、助医助
学、新农村建设及促进教、文、
卫、体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等。

“医疗健康慈善基金”是西安怡
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在省
慈善协会建立的本金为 600万
元，年实际捐赠30万元，连续3
年，捐赠善款总额为 90万元的
慈善冠名基金，定向用于省慈
善协会指定医院困难家庭患者
医疗救助。

省慈善协会举行慈善捐赠签约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张扬）3月 26日，陕西有色集团
2017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大会召开，省委组织部和省国
资委组成的第一考核组进行现场考核。

会上，考核组通过网上民主测评的方式对集团公司
干部选拔任用、企业党委抓党建等7个方面工作进行了
考核测评，并与集团领导班子成员、权属企业党政负责
人和职工代表进行了谈话。

据了解，去年陕西有色集团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
坚持问题导向，精心谋划推进，切实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防风险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省国资委下
达的各项目标任务，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
入、工业总产值等多项指标全面超额完成省国资委下达
的目标。同时，该集团党委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夯
实思想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党建
基础工作，企业党建工作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

召开2017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大会
陕西有色集团

本报讯（通讯员 陈秀）3月 22日是中航电测一零
一公司发展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公司总部告别扎根
50余年的汉中故土，入驻西安，标志着该公司挺进中心
城市、实现战略转移、形成“西研发，汉生产”发展格局。

据悉，该公司是研制生产航空机载设备的专业化企
业，其前身是原一O一厂，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始建于
南郑县牟家坝镇，2000年走出大山，整体搬迁至汉中市
经济开发区南区，2005年破产改制重组，2014年与中航
电测“联姻”，以定向增发方式进行资产重组，成为中航
电测全资子公司。

近年来，该公司大力实施战略创新、管理创新、机制
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形成了以机载自动配电为主
导的产品发展方向，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在“贴近
市场前沿、提升研发实力、加快产品转型”的战略引领
下，公司已先后将营销和研发部门迁入西安。

实现战略转移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中航电测一零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