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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天气晴朗。黄陵县店头镇
新城村关村组的乡间小路干净整洁，十分
清爽。

62 岁的张春仙老人拿着用捡生活垃
圾给孙子兑换的文具盒，笑得合不拢嘴。
自打村里的“垃圾兑换银行”运行以来，她
便是这里的“常客”。

店头镇设立的“垃圾兑换银行”，鼓
励、引导群众把农药瓶、籽种袋、化肥袋、
废弃地膜等生产垃圾从田间地头带回来
进行积分兑换，有效遏制了耕地和河流的
污染。

延安市环境保护基础差、底子薄，流
域水质等级低，防污治理工作成为该市工
作的重中之重。黄陵县店头镇在环境治
理工作方面的创新，只是延安市全面实施
河长制暨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在水污染防治上，延安不仅拥有铁腕治污
的决心，更有扎实的行动。

以问题为导向 做到标本兼治

今年 2月 28日，宝塔区、黄陵县、宜川
县、延长县、延川县 5 个县（区）政府因水

环境问题突出被省环保厅约谈。之后，
延安市和 5 个县（区）高度重视，按照“刚
性治标、系统治本”的治水思路，进行整改
整治。

“在解决洗车店污水乱排放问题时，
我们对城区 241 户洗车门店建立了管理
台账，规范 98 户、整改 86 户、关停 53 户、
新建 4户。”宝塔区副区长、副总河长王文
忠介绍说。对洗车店污水可接入污水管
网的，场地具备整改条件的，要求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达到泥水分离、油水分离、氮
磷分离“三级分离”标准，验收达标后方可
营业；对没有条件接入污水管网的，洗车
场地具备经营条件的，采取安装环保蒸汽
洗车设备的办法，做到节水环保零排放；
对无设施设备、无洗车场地、不具备整改
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

该区对分散村庄、零散商户的生活生
产污水，以三两户为单位，为其配备污水
收纳桶，定期收集运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对于新建城区及旧城改造区域，全
部启动实施雨污分流管网建设，确保了污
水不进延河。

部门联动 严防污水

延川县境内主要干流是清涧河，流经
县境 57 公里。自 2 月份以来，延川县委、
县政府成立了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统一
指挥调度各级河长的同时，从各单位抽调
35名干部组成五个督查组，并进一步夯实
县环保、水务、畜牧、住建、食药、交管等部
门的监管职责和各镇街的属地管理责任，

“一河一策”，以河流沿线的畜禽养殖户、
直排旱厕、加工企业、洗车店、加油站、农
家乐等污染源为重点，采取封堵和控源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了严格督查整治。

截至记者采访时，该县共封堵排污口
89 个，挖渗坑（收集池）97 个，筑拦截坝
106个；下达整改通知 57份，查封企业、个
体工商户 9 家，立案查处 7 起，罚款 41.35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4起，行政拘留2人。

在铁腕治污中，延安市各县区都采用
“一河一策”、“一河一档”的模式，将统一收
集与分散治污相结合，日常监管与不定期
巡查相结合，通过分散治理、长短期结合，
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污水防治的主动性。

千人治污 重在行动

为确保河长制及水污染防治考核问
责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延安市河长
办制订出台了《延安市 2018 年度河长制
暨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将河长制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细化为 2 大
类 16 个分项，按时间节点要求进行逐月
综合考核。

延安市水务局党委以“针对水脏，水利
人怎么干”为主题，从市直水务系统抽调
100余人，采取包抓流域、包抓县区的方式，
在各县区每周至少驻守3人指导协助治污
工作；各县区分别抽调 100 人以上，开展

“千人治污大行动”。市环保局也组织了 5
名县级领导，13名技术骨干，13个县区的
环保局长，充实到“千人治污大行动”中。

截至目前，延安全市已初步形成了
以流域为整体，以县域为单元，上下游统
筹兼治，左右岸齐抓共管，部门、县区协
同施策的良好工作格局。主要河流的水
质状况普遍有所好转，刚性治标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杨涛

“六个钱包买房”为何戳中年轻人的心
近日，央行货

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樊纲，被自己的

“六个钱包”论推
上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年轻人漂泊异乡打拼，竟然连住有所居都保
证不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竟然要掏空
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
钱包’的积蓄？”樊纲的发言被公开报道之后，一时引
发了不少争议。

回溯当时的语境，当台下观众提问年轻人是否
要买房时，樊纲的原意是说，“六个钱包”是衡量家庭
条件的重要指标，如果财力允许，应该利用好按揭贷
款的机制，而如果财力不允许，则应考虑租房，不要
勉强“上车”。

作为研究房地产政策的专家，号召年轻人量力
而行，樊纲的发言其实无可厚非。在任何国家，购房
都是一笔重大支出，而在中国这一矛盾尤为明显。
一方面，买房对年轻人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受传统
观念影响以及房子与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挂钩的
严峻现实，都给年轻人带来了强烈的购房需求。为
了买房，父辈掏空家庭攒首付，年轻人将大部分工资
用于偿还月供，成为“隐形贫困人口”。在这种情况

下，樊纲的言论不幸戳中了“利益相关”的年轻人的
痛点，频发争议也就自然难免。

其实，当我们询问老师、朋友，自己现在是否应
该买房，得到的回答很有可能与樊纲的说辞差不
多，但那时我们不会愤怒。然而，当这些话从一名公
众人物那里说出来的时候，人们的情绪就不一样
了。尽管樊纲个人并非负责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官
员，但是，公众却难免对公众人物产生某种“管管房
价”的期待。这种期待，很容易让舆论对公众人物的
发言产生误解。

事实上，中国的住房问题非常复杂，国家也一直
在推动各种政策，实现“房住不炒”的终极目标。解决
房价问题的“秘诀”，还是要到经济结构转型中去找。
不仅需要房产税、限购等短期调控措施，更需要国家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从根本上化解
房地产市场过热的
问题。而对普通人
而言，我们需要做的，
则是用合理的心态面
对现实压力，做出
理性的个人选择。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夕宛）我省一般工
商业用电价格已经从 4 月起开
始降低，年可减少企业电费支出
约3.66亿元。5月2日笔者从省
物价局获悉，为降低社会用电成
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
优化我省营商环境，我省还规定
大工业用户可根据实际生产情
况自愿选择最优惠的基本电费

缴纳方式。
据了解，从本月起，我省陕

西电网和榆林电网一般工商业
目录电价和输配电价每千瓦时
平均降低1.58分，年可减少企业
电费支出约3.66亿元。

此外，我省将逐步归并销售
电价分类，加快实现工商业用电
同价，减少电价交叉补贴。

陕西降低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

宝鸡机车检修厂干部职工精检细修，严
把机车源头质量关，全力确保机车上线运行

安全。图为近日，该厂轮对车间精心组装机
车轴箱轴承。 刘明祥 韩震 摄

——延安市全面实施河长制暨水污染防治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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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建北京老酒文化馆，现开
展老酒征集活动，面向全陕西省各
市民。家有老酒的市民注意啦，不
要再盲目地保存，瓶装老酒少酒漏
气等情况都直接影响它的价值，甚
至成为废品，这样的事例频繁出现，
令人深感惋惜。老酒被称为液体黄
金，市民不懂老酒收藏方法，因此将
好的老酒变成一文不值。此次主办
方满怀诚意而来，将传扬老酒收藏
文化，请家有老酒的市民把握住此
次机会，把珍藏的老酒拿来让我们
的鉴定师免费为你们评估鉴定一
下，让你对自己的收藏心中有数。
此次征集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通过
此次活动一方面让市民认识到老酒
收藏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把稀缺
的老酒高价征集收购上来，采用专
业的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
中展示，宣传老酒文化，请广大市民
放心踊跃参与，机不可失。

老酒征集范围：1953年-2010
年茅台酒。2002年前生产的五粮
液、剑南春、郎酒、董酒、汾酒、西凤
酒，及古井泸州一系列的陈年老酒，
同时还收购各大品牌洋酒XO、骨
酒、冬虫夏草、老阿胶。

家有老茅台 惊喜可能有
征集活动时间:2018年5月4日-5月11日（早8:00-晚6:00）

老茅台酒收购价格表
年 份

2010年-2001年
2000年-1996年
1995年-1990年
1989年-1980年
1979年-1970年
1969年-1953年

价 格
2000-3000元/瓶
3000-4500元/瓶
5000-8800元/瓶
9000-18000元/瓶
20000-30万元/瓶
面谈

以上酒品要求品相好，不跑酒，必须
高度，本活动真实有效。

◎本次活动地址在尚德路87号
金融宾馆5楼501会议室举办（为了
不方便到现场的市民可上门免费评
估鉴定收购）为客户保密。

◎本次活动成功交易，凭小票报
销来回车费200元内。

西安市评估鉴定收购现场
电话：13120558600（常老师）
陕西省各县、市评估鉴定收购
热线：13917355506（曹经理）
◎详细地址：东新街和尚德路路口金融宾馆
◎公交线路：611、603、46、16、251、15、603、

32、702、102、182、309、286、游7，民乐园站下
车即到。
◎本次活动只在金融宾馆501室举行，场

外不设任何接待，谨防受骗。

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的今天，劳动密集型
的建设行业，施工过程中拥有多少核心技术已
成为衡量一个建筑企业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

4 月 27 日，由中建三局安装西北分公司
（以下简称安装西北公司）主办、以“匠心筑梦”
为主题的首届工匠论坛在西安举行。

省建设工会副主席荣益龙表示，在举国
上下大兴工匠之风之际，培育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革新
是建筑企业提升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
路，可谓势在必行、任务紧迫。

“价格竞争愈演愈烈，固守传统的生产和
商业模式只能被淘汰。”安装西北公司总工程
师冯幸慧说，在“人、机、料、法、环”工程管
理五要素中，人力成本在增长，机械设备随
着更新换代成本也在增长，材料和环境的成
本更不会下降，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的只有技
术方法，企业只有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将新
技术新工艺运用到机电工程中，才能达到降
本增效、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安装西北公司兰州轨道交通1号线项目经
理党浪浪说，“工序职业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各尽其责，各善其事”，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施工成本，属于一种很好的转型方向。

全国劳模、三秦工匠付浩说，在澳方投

资的一项工程中，要求焊缝不允许出现任何
细小的咬肉和弧坑，自己硬是凭借着精益求
精的精神使焊缝达到了澳方质量要求。最
终，被澳方树为“样板焊缝”，为公司赢得了
新的“竞争力”。

近年来，在安装西北公司，有这样一群年
轻人，他们秉承‘创新，创造，创效’的三创精
神，紧盯行业前沿，开展技术研发，BIM 产品
研发、安装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都是他们
研究的方向。

“研发及数字化预制加工中心的创客工
匠们不断有新的创意产生，尤其 DPTA 机房
的问世，彻底颠覆了机电行业对生产模式的
认知，引领着预制装配技术在机电行业中的
发展。”安装西北公司技术部经理刘娇说，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只有坚持“工匠精
神”，精益求精，最终才会凭借高水平的品质
而圈得“铁粉”（忠实客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安装西北公
司乌鲁木齐再生水利用工程管网及配套设施
项目 (一期)商务负责人张鹏以自动化设备在
生产中的应用（自动焊机设备）为例，称新疆
再生水利用项目计划全线采用自动焊设备，
焊接时间较手工焊缩短 120天，大大缩短施工
工期，节约劳务直接成本 138 万元，并且焊接

质量一次合格率达到99%。
工匠论坛上，“品质施工”这个词一再被与

会嘉宾提起。以提升品质为根本，下大力气做
出真正的好“产品”，安装西北公司正在成为推
动品质革命，培育“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我们承接的第一个超高层项目开工之
初，就将目标设定为鲁班奖、中国安装之星，
在公司和项目全员的努力下，我们风雨兼程，
打造质量精品。”安装西北公司永利金融中心
项目水暖工长罗宏学说，我们实施“全过程质
量细节管控，全方位打造工匠团队”，每一个
重点部位都提前 15 至 20 天完成实体样板展
示墙，使得施工人员对施工细节点了然于胸，
做到一次成优。

传统调试往往在施工后期集中联合调试，
常常存在施工完成后造成无法弥补的缺陷。
讲究品质施工的三局安装人把一项“从设计到
施工，到最终调试运行的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
工作方法应用到了迈科项目。安装西北公司迈
科项目经理马喜军说，全过程调试是一种工作
程序和方法，也是一种更专业的服务精神。

“匠心制造，以精品战略践行工匠精神！”
不仅是这次工匠论坛代表的心声，也必将成为
中建安装西北公司永恒的主题。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中建三局安装西北分公司首届工匠论坛侧记

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品质施工 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匠心筑梦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4
月 28 日，由来自全省各行各
业的业界精英自愿组成，旨在
充分利用社会精英资源推动
学校教育体制改革重要举措
的大型教改项目——全省高
校首家校外导师制在西安思
源学院正式设立。63 名校外
导师团的导师们与西安思源
学院商学分院的师生欢聚一
堂，共同见证了校外导师制
试点项目的启动。

据悉，该项目的开发和
实施，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们

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而
且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增强他们的职业竞争
力。作为一项面向广大学生，
实施名师面对面辅导的公益
性项目，该项目得到了陕西
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的热情关
注和大力支持，校外导师团
所有成员都经过该院认真遴
选。校外导师团项目是西安
思源学院创建一流学院的一
项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也是
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新型人才
教育培养模式。

全省高校首家校外导师制设立

本报讯（鄢山宇）5 月 2 日，笔者从西安市人社
局了解到，自即日起，西安市人社局将在 5 月安排
29 场招聘会。需要找工作的求职者可免费前往。

此外，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西安市人力
资源市场开展常态化就业服务（工作日 9:00-17：
00）。招聘单位和求职个人前往建工路人力资源
市场或大麦市街人力资源市场，市场将免费为用
人单位提供招聘登记、招聘会预约、招聘信息发
布、求职个人资源库查询与推荐；免费为各类求
职者提供求职登记、工作职位匹配与推荐等现场
人工或自助式就业服务。

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通过中心门户网站
和新浪官方认证微博,免费发布中心采集的招聘、
求职信息。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登录中心门户网
站、关注官方微博即可在第一时间了解更多就业
服务资讯。中国西安人力资源市场网址 www.
cnxajob.cn。

西安5月有29场免费招聘会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晓红）4 月 27 日，特能集团
庆华公司某产品自动化装药项目，在公司工艺装
备技术研究所的精心研制和调试下，顺利完成安
装并投入生产，成为公司智能制造的又一成果，
提高了生产效率。

新的装药装置采用全气动自动化装药方式，
此装置替代了原来的人工拉药，机器手传送药盒
替代了轨道式推送药盒，每分钟可完成 10 发产
品的装药动作，工序人员也由原来的 3 人减少为
1 人。新装置的投入使用节省了人力，缩短了产
品周转期，消除了药盒与轨道的摩擦，避免了质
量和安全风险。

特能集团庆华公司

智能制造促进效率提升

■企业快讯

中移铁通渭南分公司

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段振宇）近日，中移铁通渭南分

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员工，利用视频会议和党员大会
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了以“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为主题的学习宣传活动。

会上，大家观看了教育纪录片《褪色的人生》，以
影片中的典型为激励，以贪官为警戒，自觉增强纪律
和法制观念。

同时，分公司党支部安排部署了反腐倡廉月的
阶段性具体工作，要求全体党员、团员利用好“三
会一课”、培训班等形式，通过线上与线下学习相
融合，自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方式，传播廉政好声
音，确保反腐倡廉集中教育从上到下步调一致、协
同推进。

近期，西安铁路局集团公司安康车辆段针对气
温升高实际，从食材招标供应、食品加工、菜谱制定
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职工食堂管理，全力为安
全生产提供保障。图为 5 月 2 日，该段职工在利用

“满意度评价器”对食堂的饭菜质量、环境卫生、服
务态度等情况进行评价。 周道刚 摄

五一前夕，咸阳市举办庆
五一“建安杯”摄影大赛。本次摄
影 大 赛 展 出 优 秀 作 品 160 幅
（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热情讴歌了企业干部职工群众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图为纺织工人观看自己影
像的情景。 李少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