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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我国第一部针对快递行业的行
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施行。新规明确
要“送货上门”、“开箱验货”。然而，连日来，
笔者走访发现，西安快递行业依然存在种种

“现象”：人明明在家，却电话通知小区门口取
件；不见电话，快件“被签收”；货品直投智能
柜，超时要交费等。

《快递暂行条例》的实施，无疑规范了诟
病多时的快递“乱象”。然而，笔者走访西安
多个小区发现，“送货上门”落实难，不打电话
直接投放智能柜、代收点现象普遍。

5月4 日上午，笔者在红缨路一家
小区看到，四五辆快递车已经聚集在小
区门口。只见有的快递员电话通知小
区门口取件，有的快递员则手持快递扫
描枪，确认信息后，将同一小区的货品
装进大袋子直接投到小区智能快递箱，
还有一部分则被送到小区代收点。不
少市民表示，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每个小
区门口都出现过。

目前西安快递代收点多是小区内
小超市、水果摊以及传达室“兼职”。这类代
收点不收超时费，但货品存放杂乱，容易造成
丢件。另外一种是有专门存放货架的快递驿
站，凭短信取货码提货，超时收取超时费。

新条例中提到：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
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
代收人当面验收。这也就意味着，快递员拒
绝送货上门属于违反规定。新规实施后，不
少市民表示，“送货上门”落实难。5月 3日上
午，家住高新的市民王女士说，早上快递员打

电话她就在家，为了取件也得小区门口见，
“‘送货上门’服务没享受过。”

曲江上班的杨先生坦言：“‘送货上门’从
未实现过。因为单位对外事务多，快递量比
较大，一个上午，杨先生能接到两三个快递电
话，就一句话楼下取快递。这次5月2日要求

‘送货上门’，也只享受到了单位前台代签。”
在连续采访的 100 位市民中，普遍感叹

“送货上门”难。多数市民表示，只有家电、家
具等大件才送货上门，如果坚决要求，快递员
可以送货上门，但送达时间延后。

快递员小魏送了两年快递，说到“送货上
门”的规定，小魏连说：“不现实。”新规定之前
也要求“送货上门”，但每件都送到太难。他
负责 10公里六七个小区的送件，上午 8点到
单位，分拣货品后，就装货送件，到每个小区
后，电话逐一通知取件，有的人在家下楼到小
区门口取，有的不在家，就放到顾客指定的地
方。“不停点地干，一上午七八十件货，也得到
上午12点左右。”小魏说，中午吃个饭，就得干
下午的活。下班也在晚上8点多了，当天积压

货，就要处罚。“双十一期间一天的货都在
1000件以上，咋能‘送货上门’？”

“每个件都送到家门口，难度太大。”有五
年快递经验的小张说，拿他负责的区域看，从
小区门口到送上楼，有电梯的小区，送货、签
收、验货一个客户最快来回20分钟，一上午送
不了几件。“压货多了，影响的还是顾客。”小
张说。老旧小区走楼梯更费时间，如果顾客
有“送货上门”需求，当货不多时，能送上门，
要是货多跑不过来，只能往后推。“这个双方
协商好，多理解就能做到。”

对于新规要求的“送货上门”，而因种种
原因无法实现的现状，快递企业如何处理？
顺丰速递工作人员表示，在新规实施前，就要
求快递员“送货上门”，特别是新规实施后，一
再加强快递员“送货上门”的服务意识。对于
拒绝送货的快递员，企业有相应的考核机制。

中通快递工作人员则表示，总部已经针
对新条例开展各中心培训。对于投递形式没
有惩罚措施，只要业务员与客户协商好投递
形式即可，如果因投递形式问题引发客户投

诉，服务质量中心会介入调节，该次投诉也会
计入所在网点的投诉率考核。

不少快递企业表示，件件“送货上门”难
实现，希望消费者理解，并协商处理。

新规实施后的快递“乱象”并没有得到遏
制，如何从现实出发让快递行业健康发展？陕
西省社科院社会热点专家王晓勇认为，新条例
中提到的“送货上门”面签，让市民真正享受到
网购的便捷，但部分小区“进门难”，快递员无
法上门送件，新条例中提到，要求住宅小区管
理单位设置快件收寄投递专门场所，这意味着
小区管理单位如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等，需要
设置“专门场所”来解决末端收寄问题。由此，
建议物业应该担负起责任，设置“惠而不费”的
公益性代收点，切实服务居民。 （郑伊琛）

“送货上门”落实难 建议物业“惠而不费”代收快递

现状
新规实施后投递仍不规范

市民
“送货上门”面签落实难

快递员
“送货上门”降低效率

快递企业
投递形式征求客户意见

专家
建议物业设“惠而不费”公益性代收点

陕西将开展孤弃儿童养育情况大排查
本报讯（毛蜜娜）笔者从省

民政厅获悉，我省将开展孤弃
儿童养育情况大排查，全面掌
握孤弃儿童养育基本情况，并
将相关数据录入全国儿童福利
信息管理系统。

孤弃儿童是指孤儿和被遗
弃儿童。具体包括：失去父母
的儿童；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
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儿童；民办机构收留抚养的疑
似孤儿、被遗弃儿童；经 3个月
寻亲程序，仍未查找到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的流浪乞讨儿童
等。省民政厅要求，各市级民
政部门要综合运用突击检查、
随机抽查等方法开展检查，并
对辖区内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孤弃儿童的民办机构实地检查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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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去年 9
月、10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较上年
同期上升 17.1 和 10.1 个百分点……自去
年我省实施铁腕治霾 1+9 行动以来，随
着规上工业用煤削减、治理散乱污企
业，工地扬尘防治等专项行动的推进，
关中地区空气质量出现阶段性改善。

规上工业煤消对空气质量存较大影响

在我省的铁腕治霾行动中，2017 年
关中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煤削减
420 万吨，1-12 月关中地区煤炭消费量
6739.66万吨，较同期削减 280.49万吨。

工业用煤削减是否有助于空气质量
改善？省统计局能源处将关中地区 2017
年 1月-10月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
比变化值与规上工业当月用煤削减量进
行对比发现——两指标相关关系显著。

1-2 月关中地区优良天数比例同比
下降 13.7%，这期间规上工业煤炭消费量
同比变化情况为增长 107 万吨；3-7 月，
关中地区优良天数较上年同期的增量持
续下降，平均空气质量由 3、4月份的优于

同期变化为 5、6、7 月份的劣于同期，且
差距不断加大，与之相伴随的是 3-7月间
关中地区煤炭消费同比增量的不断累
积，说明工业煤炭消费的增长对空气质
量的下降存在影响。7 月关中规上工煤
炭消费同比增量高达 70万吨，同时，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19.3%，达到
全年最低。

8 月份开始，政府部门采取高耗能行
业限产等措施降低煤炭消费，8月、9月规
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 40 万吨和
185 万吨，随之而来的 9 月、10 月优良天
数比例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17.1%和
10.1%。

“从两组数据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上
看，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变动
与空气质量的同比变动有一定相关性，
且影响时间略滞后。”省统计局首席数
据分析师冉妮平说。

行业结构影响工业用煤削减

去年，关中地区六大高耗能行业用
煤削减 241.77 万吨，占到规上工业用煤

削减的 86.2%，其中的 83.5%来自煤炭消
费占规上工业煤炭消费比重 39.2%的炼
焦、化工和水泥行业。

对此，冉妮平称因既有产能的存在，
预计进一步削减用煤的空间不大。

2017 年，煤炭消费量占规上工业煤
炭消费比重 55.5%的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增加 9.73 万
吨。电力、热力行业承担供电、供热任
务，在不进行能源替代的情况下，用煤
削减难度大。冉妮平说，2017 年关中地
区仅渭南完成煤炭削减目标任务。

六大高耗能行业外的其他行业 2017
年用煤削减 38.72 万吨，占关中规上工业
用煤削减总量的 13.8%，相对 2.4%的煤
炭消费占比，用煤削减力度较大，69%的
企业 2017 年实现用煤削减。

四大举措或有助改善空气质量

关中地区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不
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容易出现雾霾天
气和排放物二次污染。

“目前臭氧已成为关中地区主要空气

污染物之一，而且扩散条件差。”冉妮平
说，“关中地区发展高排放产业的环境成
本较高，应逐步有序降低此类行业的比
重，通过工业结构转型破解污染困局。”

关中地区是我省煤炭主产区之一，
煤炭就地转化的需求催生了一批发电、
供热企业。据统计，2017 年，关中地区
规上工业投入火力发电和供热的煤炭
占煤炭消费总量的 56.7%，占煤炭转换
总投入量的 78.6%，煤电对于关中煤炭
资源消纳转化贡献显著，同时也成为用
煤削减最主要的制约。

如何妥善解决供热供电基本需要与
污染控制之间的矛盾？冉妮平建议：一
方面，应充分发挥大型热电厂的规模效
应，完善管网设施，促进热电厂向周边生
活区的集中供暖；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
新能源，提高电力、热力供应的可靠性，
降低对关中煤电的依赖。

与此同时，在落实气源前提下有序
推进煤改气以及提高煤化工行业能源
产出率也是冉妮平提出的降低污染排
放的“良策妙计”。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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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快讯

日前，中铁武汉电气化局西安分公司电力变电公
司组织开展了敬老慰问活动，10余名志愿者前往西安
丰泽园老年公寓探访慰问老人，以实际行动弘扬“爱
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刘佳怡 赵江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峰 刘翠）日前，延长油田公司
为 36名新聘任的特约通讯员进行授证并组织新闻采
写业务培训。同时，公司策划的“弘扬劳模精神，走
进新时代、奋力新作为”一线采访活动也正式启动。

据了解，为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延
长油田在特约通讯员队伍中选抽 20名业务骨干，以
集团公司 2018 年劳模评选推荐的 32 名入围者为采
访对象，分六组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劳模工作生活
的环境，深入采访劳模成长经历，挖掘精神内涵，“画
像”劳模形象，讲好劳模故事。

延长油田

培训通讯员聚焦劳模

本报讯（谭永良）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公司绥德供电段党委以开展“红五月”宣传活动为
契机，大力宣传劳模先进人物的好思想、好品德、好
经验、好作风和敬业奉献的感人事迹，在全段掀起
学习劳模、争当先进的精神热潮。

该段党委把近年来各岗位涌现出的各级劳模、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生产）者、技术能手等组
成宣讲团，深入管内各车间、班组进行宣讲，组织召
开劳模事迹座谈会，扩大先进辐射效应。

同时，该段党委在段办公网开辟专栏，刊登先
进个人事迹，组织全段干部职工开展大讨论，鼓励
职工以劳模先进为镜子，认真查找自身差距，取长
补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绥德供电段

让劳模先进“火”起来

丝博会我省230个项目全球招商
本报讯（张维）在第三届丝

博会即将开幕之际，经过遴选
的 230个项目将作为陕西省重
点推介项目，面向全球招商，总
投资6654亿元。

为了方便海内外客商来陕
投资，本届丝博会征集的近
2000 个项目中，遴选出 230 个
项目汇编成册，这些项目中，事
关群众出行、住房改善、环境提
升的项目不在少数。其中，西

安地铁十号线一期项目为联系
西安市主城区与城市东北外围
高陵的市域线，对于加强高陵
与中心区的快速联系、发挥中
心带动作用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西安市民乐园
棚户区综合改造项目总投资100
亿元，拟通过文化、旅游、商贸三
大板块，打造独具个性并蕴藏浓
厚文化内涵的新型旅游文化产
业，呈现西安的昨天、今天、明天。

西安港将迎首批整车进口汽车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安

国际港务区获悉，西安港汽车
整车进口口岸已建成并正式投
入运营，7日，首批进口汽车正
在海外装车“长安号”中欧班
列，发往西安港。

过去，西安消费者购买进
口汽车需从天津、广州等外地
口岸通关，再逐级分拨运到西

安，物流成本高、周期长。如今
实现了“整车直接西安落地”，消
费者从订车到提车的等候期能
缩短一半甚至更多，时间成本和
资金成本都会有显著降低。

西安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位
于西安综合保税区口岸作业
区，总占地40余亩，初定年查验
放行规划为10000辆。

前不久，在
延安市总举办
的“传承好家风
我们在行动”宣

讲比赛中，来自7个县区、4个市直系统 16户家庭代
表讲述和演绎了各自的家风家教故事，传递了正能
量。其中，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采油厂电力
车间的一线职工李红霞，讲述的题为《传承孝道，
乐享孝道》的家风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位。

提起李红霞，在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采
油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红霞不仅多才多
艺，在家里面更是‘孝顺女’、乖儿媳。”延长油田股
份有限公司宝塔采油厂女工委主任刘竹琴说。

4月26日，记者走进李红霞干净整洁的家，最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四世同堂29口人的全家福。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婆婆董德叶。
她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的优良品质被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李红霞一边指着全家福一边介绍说。
早年时期，公公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所以家里
经常门庭若市，婆婆总是热心地操持着一切。在那
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平时几乎吃的都是软糜子
和玉米面，可每次来了客人她总是热情慷慨地以白
面、鸡蛋招待。婆婆对子女要求严格：不准吃别人

家的东西，不准捡东摸西，对人有礼貌……6个儿女
被她教育得知书达理、孝顺勤劳。

“除了人缘好，婆婆还特别孝顺，仅她伺候入土
的老人就有6个”。提及婆婆的孝道，就好像打开了
的话匣子，总有讲不完的事。

如今，李红霞70多岁的婆婆因病完全失去了自
理能力，幸运的是她有六个好孩子。妯娌、姊妹们
在老人跟前总是悉心照料。小姑子既要照顾刚满
一周岁的女儿又要上班，但每个周末总会准时来到
老人跟前，给老人洗澡，喂饭，陪伴老人。二哥干脆
把铺盖卷直接搬到了老人家，三哥只要一有空便会
回到家里伺候，四哥也是回到家拉着老人的手乐呵
呵和老母亲拉家常，在老人的眼中大哥喂饭喂得最

好。身为老五的李红霞两口只要有空闲便会过去
看看她，搬出轮椅推着她去外面透透风。就连孙子
们也会隔三差五地给爷爷奶奶洗个脚。老人虽说
手脚不便，但孩子们成为了她的脚、她的手。老人
家的忠义孝道和朴实无华全然被子女们传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传承好家风必然能影响、
促进形成好的政风和社会风气。”延安市总工会副
主席郑艳霞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在全市女职工中
广泛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以好家风促进形成好
行风、好政风、好民风。 本报记者 杨涛

孝顺就是最好的家风
——一个四世同堂职工家庭的温暖故事

■■工厂内外工厂内外

316国道留坝武关河大桥应急抢险工程中，汉中
公路局周密部署，克难攻坚，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加快

施工进度，确保两个月完成危桥加固工程。图为近日
施工队伍对桥面进行破碎处理。 徐立生 摄

咸阳机场开通西北首条直飞伦敦航线
本报讯（彭芬）5月7日15时

15分，一架满载旅客的天津航空
GS7987航班，从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这标
志着西安乃至西北地区首条直
飞英国伦敦航线的正式开通。
至此，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又一
条飞往世界重要政治金融中心
的航线顺利开通。

该航线由天津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采用空客 A330 机型执
飞。每周2班，周一、周五出发。

届时从西安飞往伦敦的
时间，将由以往的转机 15 个
多小时，缩短至约 11 个小时
直航。

西安至伦敦航线是西安
直达欧洲的第七条航线。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殷博华）昨日，西
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张光雪等 34
人跨国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李潇被非法转走
70020元人民币。

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指控，2016年 8月 1日，西安
人李潇接到陌生电话，称其手机关联的电话卡欠费
人民币 2000多元，且名下关联了一张银行卡涉嫌非
法洗钱，要求其联系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工作人员；
随后有人冒充上海市长宁区公安民警，谎称李潇的
银行卡涉嫌刑事案件，并称将电话转接至检察院工
作人员；不久又有人冒充检察官，以核查受害人账户
资金为名，套取银行账户信息，并要求受害人按照指
示在银行ATM机进行操作，将李潇工商银行和招商
银行账户中共计人民币70020元转走。

经查，2016 年 6 月-12 月，被告人张光雪、文云
君、陈瑞容、魏孝龙等 34 名被告人先后经人介绍前
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加入由黄某某、戴某某（此二人
均在逃）等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的两个电信诈
骗窝点，实施团伙诈骗。被告人宋军辉明知他人实
施电信诈骗，仍给上线提供以其身份证办理的银行
卡，并通过 BBM、SKYPE 等聊天软件，指令台湾籍人
员黄界豪、刘晏任、尹璿、郑铃馨等人在广州、上海、
苏州等地取款。经过周密侦察，公安人员将相关被
告人抓获。

据悉，该案系新城法院受理的首起跨国电信诈
骗案件，被告人多达 34名，根据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要
求，新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每名被告人都指派了一
名辩护律师。

该案将择日宣判。

西安审理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
被告多达3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