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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西安护城河南门段，工人们开着
新型水体净化船在河道中穿梭作业，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这是工人们利用生物清淤净水
技术对护城河水体进行净化。 王忠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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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侠 刘龙龙）7月17日，洛川供
电公司旧县供电所员工同延斌、冯晓斌，在雨后线路特
巡中发现10千伏旧菩线路39号杆杆基受雨水浇灌已严
重塌陷，在与防汛联系人刘亚鹏联系后及时进行了排
除。他高兴地说：自从推行“三联系一明白卡”后，防汛
责任明确，人员各管其事，各类安全隐患都能得到第一
时间处理。

该公司在总结往年防汛保供电经验基础上，将责任
到岗、任务到人、追究问责作为强化防汛保供电的重要
举措，推出了“三联系一明白卡”。成立抢险指挥部，制
定分管领导联系班所长、班所长联系台区经理、台区经
理联系片区责任人的“三联系”制度，同时为片区责任人
发放线路设备“明白卡”，使责任人明确所管辖线路的基
本信息、设备运行状况、易发生地质灾害点等信息，与员
工签订《防汛巡视责任书》，使员工对管辖设备做到“一
清、二明、三有数”，做到隐患提前排查、事故超前防范。

推行“三联系一明白卡”防汛保供电
洛川供电公司

下半年刚开始，房地产市场
就开启了全面严打模式。近期，
楼市发生三件大事，都会对房价
走势产生影响。

第一，7月以来，已有20余城
发布楼市政策或执法结果，个别城
市还设置了房价“涨停板”；第二，
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开展治
理房地产市场乱象，重点打击投机
炒房团伙；第三，住建部表态，要因
地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个别城市房价设定“涨停板”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
有 20余城发布楼市政策或执法
结果，个别城市还设置了房价“涨
停板”。

7月 10日，福建宁德市发布
通知，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均
价在 2018年 1月份水平(8882元/
平方米)的基础上，每年涨幅控制

在 6%以内，普通高层住宅(毛坯)
预售均价实行最高限价，最高控
制在11000元/平方米以内。

无独有偶，云南昆明和大理
也出台了类似政策，为房价涨幅
设定上限。

“对涨幅设限其实是不少地
方政府会在调控过程中采用的手
段，但是，直接以比例的方式明确
下来却较为鲜见。”58安居客房
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说。

那么，这些限价令有用吗？
张波认为，其一，可以控制市

场对房价的合理预期，不但会影
响商品房上市价格，还会间接影
响土地价格；其二，可以弱化住宅
的投资属性，减少住宅房源的投
资需求。

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一刀
切”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用行政
手段取代市场手段的方式一般适
用短期调控。

七部门在30城打击炒房团

进入7月，一个重磅行动悄然
开始。从7月初至12月底，住建部
等七部门会在30个城市先行开展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对象有四个方面：
投机炒房团伙、房地产“黑中介”、
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虚假
房地产广告。

名单中的30个城市包括：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
苏州、无锡、杭州、合肥、福州、厦
门、济南、郑州、武汉、成都、长沙、
重庆、西安、昆明、佛山、徐州、太
原、海口、宁波、宜昌、哈尔滨、长
春、兰州、贵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说，30城主要是一二线和部分三
四线热点城市，它们是房地产调
控的“牛鼻子”，这些城市平稳了，

全国房地产市场也就平稳了。

棚改货币化安置将迎来调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
负责人 7月 12日表示，要因地制
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该负责人说，商品住房库存
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方，
应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棚改安置
政策，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
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的地方，
可以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所谓“棚改”即棚户区改造，
是指为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的
城镇危旧住房改造工程。它是城
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
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因
素之一。

2015年，国务院推出棚改三
年计划，要求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
安置，以缓解和消化商品房库存。

棚改规则逐渐转向为货币化安置，
也就是说拆迁之后不给房子给现
金，拆迁户自己再去买房子。

以后这种货币化安置可能会
变少。因为，住建部此次要求，各
地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的原则，切实评估论证财政承受能
力，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不
盲目举债铺摊子，进一步合理界定
和把握棚改的标准和范围。

“目前看，整体市场对棚改政
策非常敏感，因为这是支撑最近
几年楼市最关键的因素，特别是
三四线城市，严重依赖棚改的货
币化安置。”张大伟说。

他认为，货币化安置逐渐收
紧是大势所趋。货币化安置造成
了大量的购房需求，而部分城市
的库存不足，这些需求放大了购
房紧张情绪。必须明确的是，棚
改的数量将减少，这是2018年的
政策要求。 （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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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房价走势产生影响

日前，陕西交通集团商漫分公司职工夜校“天竺书
院”正式挂牌成立。该夜校由商漫分公司领导班子和各
科室、管理所负责人轮流为干部职工授课，培训内容涉
及规章制度、党务知识、法律法规、业务技能和文体艺术
等方面。 李建锋 胡锐 摄

本报讯（通讯员曹锋）近日，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企
业文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和延安炼油厂共同举办的第三
期“企业微党课”培训学习分享会在延炼工人文化宫隆
重召开。该会会长解云天为延安炼油厂颁发了“企业微
党课教学实践站”牌匾。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企业文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延长
石油炼化公司领导还现场颁发了“企业微党课书记宣讲
团”专家成员聘书及“企业微党课”宣讲员培训证书。

“企业微党课教育实践站”挂牌
延安炼油厂

本报讯（通讯员 柯卉）7月16日，随着洪水的消退，
汉江公司蜀河水电厂所在地区迎来艳阳天，温度直线升
高，该厂一方面加大对设备的巡检力度，另一方面，坚持
以人为本，确保人机“双安全”。

为确保机组安全运行，该厂加大设备巡视力度，重
点对设备的散热、通风功能进行深入检查，降低设备故
障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通过班前班后会加大应对高
温天气、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力度，努力增强现场工作
人员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将坝面
检修、捞渣、改造等工作安排在早晚开展，尽量避免在中
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作业，避免中暑现象的发生。

同时，该厂工会主席深入现场为职工“送清凉”，将
一箱箱防暑用品和饮料送到一线职工手中。

应对高温确保人机“双安全”
汉江蜀河水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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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以来，陕西大范围持续不断
强降雨，导致略阳发生三十多年来最大的
洪水，乐素河住家户水淹，洪水持续好几
天，与外界失联两天三夜，停水停电。

紧急，紧急，前方塌方

7月 12日，早上 5时 20分，汉中工务
段乐素河站区雨量达到红色预警，桥隧工
蔺志刚徒步从乐素河步行至高潭子间进
行检查，刚回到车间，听说宝成线k227发生
险情，连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的他，一
路小跑7公里赶到现场，一看原来是山体护
坡鼓包开裂，他和同伴便立即组织人员上
山检查处理护坡活石。

突然，听到一阵巨响，离他们不远的白
雀寺隧道北口上方山体有落石，他便和同
伴立刻准备上山检查，此处山体陡峭，斜坡
的垂直角度差不多快达到 90度。蔺志刚
说：“我和同伴上山时，连脚都不知道往哪
里踩，一边是无处攀爬的岩石，一边是滚滚
的嘉陵江，只要看一眼脚下，整个腿都在不
停地抖，稍不注意，就会脚滑。”

在接下来的时间，山上的石块一直
在掉落。蔺志刚和同伴下山的时候天色
已晚，下去不到一小时，22时 30分左右，

白雀寺隧道上半座山就下来了，隧道被
掩埋了一半，混着树枝和石头的泥土覆
盖了钢轨，站区立即封锁。

乐素河桥隧车间副主任丁德军，工长
马正杰、田欢，班长蔺志刚立即又背好安全
绳，上山检查塌体，上山发现塌方上有一条
长约15米的裂缝，在垂高80米的范围内有
个长30米，下错50厘米左右的错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覆盖了一半的
隧道渐渐地被全部盖上，白雀寺隧道口完
全被淹没。

7月13日，凌晨3点半，白雀寺隧道周围
人头攒动，工务、车务、电务、供电、公安等各
个站段组织的抢险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山上的塌方体一直在溜，一个晚上大
小塌方60余次，山下的救援工作无法开展，
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便临时在山脚下的隧
道里休息。

半夜的隧道里乌黑一片，脚下的钢轨
因为近期下雨较多，变得黏糊糊的，脚下不

注意，随时都有可能滑倒，隧道的
避车洞里又冷又湿，在现场抢险
的同志们，半夜被冻醒好几次。

90后“蜘蛛侠”

等到天亮，又开始小雨，车间
主任黄伟和同伴冒雨上山检查，
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他
说等到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整个
衣服都是臭的。

这次，车间主任黄伟带着蔺志
刚和田欢，背着40米的安全绳、安

全桩和土镐、撬杆，准备先为上山开辟出一条
路来。

通往山上的路，最窄的地方只能容得
下两只脚，上山的路都是直上直下，往上爬
的时候整个人都要趴着，用手扶着地方的
杂草，整个身体保持向前倾，不敢有丝毫的
晃动。

爬到塌方的地方，黄伟将安全绳的一
头捆绑在离滑坡还有五六米的树上，田欢
穿好安全带，固定好安全绳，蔺志刚在旁边
防护安全，一手抓绳，一手握撬杆，慢慢地
从滑坡边缘顺着绳下去，耳边不时响起“往
下来点儿”“紧点绳”的口令，田欢一跳一跳
地往十几米的峭壁下方移动，整个身体几

乎悬空。
远远地看着田欢像一个“蜘蛛侠”一样，

跳跃到危石旁，挥舞着撬杆，“砰”猛力戳一
下石缝，再使劲撬一下，来回十几次，碎石土
块哗啦啦地往下落。差不多30分钟，这一处
的坡面表面危险的活石被处理完毕。

除了田欢，车间主任黄伟、工长蔺志
刚，每天都要下去好几次，最多的时候一天
下去五六次。

抢险的五天时间里，时晴时雨，一会艳
阳高照，一会暴雨倾盆，“蜘蛛侠”们每次下
去一趟，全身湿透，汗水、雨水交织在一起，
根本无暇顾及，心里只有“今天的进度怎么
样，今天又清理了多少塌体，什么时候能够
抢通线路……”

只为多看你一眼

7月 15日，汉中工务段后勤小分队又

添了一名新成员，她就是汉中工务段劳人
科叶静，她想来现场为抢险的干部职工送
饭，也想来抢险现场看一眼她的丈夫，她说
电话好几天都没有打通，即使打通了，电话
那头也是说很忙，就立马挂掉了。

她的丈夫正是奋战在一线的乐素河桥
隧车间主任黄伟。

“我听现场的人给我说他脚崴了，脚肿
得快要穿不上鞋子了。我一听，心疼得不
行，很想看他一眼……”叶静说着说着，声
音变得有些哽咽。

跟着送晚饭的轨道车走了差不多一个
多小时，到达乐素河白雀寺隧道塌方的抢
险现场，刚一下轨道车，就看到五六百名农
民工簇拥而来。

叶静被安排给工友打素菜，当天晚上
800多名抢险人员的晚饭，光打饭就持续了
一个多小时。

“黄伟什么时候从山上下来，他晚饭吃
了没……”叶静不停地询问周围的人，一会
听说黄伟下不来，一会听说要下来，叶静焦
急地等待着，生怕又见不到。

“黄主任下来了。”远远地听到黄伟下
来的消息，叶静赶紧打好了饭，端在手上等
着，过了一会儿，满身泥浆的黄伟拖着疲惫
的身子走来，一看到叶静，惊了一下，说“你
怎么来了。”

叶静一边递上手里的饭，一边说：“我
来看看你”。叶静盯着黄伟脏兮兮的脸，
还有浑身的泥，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又
急忙掏出卫生纸给黄伟擦头上的汗水和
泥浆。

叶静待在黄伟旁边，看着黄伟吃完
饭，直到轨道车马上要走，才恋恋不舍地
离开。

五天六夜的抢险，汉中工务段抢险干
部职工昼夜奋战，风里来雨里去，清理塌
方 17000 立方米。目前抢险还在紧张进
行中。 通讯员 马瑜阳

崩塌山体上的崩塌山体上的崩塌山体上的“““蜘蛛侠蜘蛛侠蜘蛛侠”””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自 7
月12日宝成铁路王家沱至乐素河
间发生山体崩塌灾害以来，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已陆续
组织 1000余人、12台挖掘机和 4
台装载机在现场昼夜不间断进行
抢修。现场强降雨不断，塌方坡
面多次产生新的溜塌，抢险工作
仍在紧张进行。

为了加快抢险进度，西安局
集团公司组织铁科院、铁一院、铁
六院、中铁西北院等单位专家对
现场进行勘查。勘查结果认为该
山体因自然斜坡高陡，构造作用
强烈，岩体破碎，在近期连续强降
雨作用下，发生了大型滑移式“V”
型崩塌，崩塌总体积约10余万方，
并且有向两侧及山上发展的趋
势，山体坡面仍在蠕动变化，地质
灾害极其严重。

西安局集团公司针对专家意
见，继续通过组织挖掘机修筑上
山通道、对山体坡面进行刷方、设
置被动网、对清理完毕的坡面进
行喷浆防护等举措展开进一步抢
修。同时，组织“蜘蛛人”对山体顶
部浮石进行清理。修建上山小路，
为后续抢险机具上山做好准备。

截至 7月 18日 12时，已累计
清理塌体 19400立方米，修建 950
米的施工便道。

据铁路消息，受宝成水害影
响，7月 19日，西成高铁继续增加
重联动车组数量，有 13趟动车组
列车重联，增加出入川运能。普速列车16趟停运。

为避免旅客退票再重新购票重复排队，西安车
站在东广场售票厅内设置了3个“售退签”一体功能
的服务窗口，旅客在一个窗口可以办理售票、退票、
改签等多项业务。

抗洪救灾 职工在行动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17日发布
提示信息，暑期旅游出行要提前
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公安部分析认为，近年来暑
期均为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高发
期，2015年至 2017年暑期发生 9
起重特大事故，占总数的 28%，
2017年 9起重特大事故中有 3起
发生在暑期。

据研判，今年暑期存在以下
突出风险：一是旅游出行迎来高
峰，客运安全风险加剧。二是恶
劣天气增多，意外风险上升。三
是具有夏季特点的违法增多，夜
间风险加大。四是各类学校集中
放假，涉学事故风险上升。五是
农村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公安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驾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应注
意警示标志，遇恶劣天气时，
尽 量 避 开 经 常 发 生 塌方、滑
坡、泥石流的路段；高速公路行
车要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
距；遇雨天路滑，要降低车速，
减少变道超车，谨慎驾驶；乘
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
正规营运客车。

暑期旅游出行要提前规划时间路线
公安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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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国星）日前，
全省医改工作座谈会在西安
召开。会议讨论了全省医共
体建设指导文件征求意见稿，
研究了安康市石泉县医共体
建设实施情况。

会议要求，全省各相关部
门要做好医共体的组织实施
工作，各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
参与，形成加快推进医共体建
设的合力，推动分级诊疗制度
切实落地生效。会议指出，
县域医共体是医联体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落实分级诊疗
制度的重要手段。今年陕西
省将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制
定全省县域医共体建设指导

文件，加快推广成熟经验，
实现全省每个市、县 （区）
都要建立 1个医共体、覆盖
面达到 50%以上的目标。为
此，我省多次组织各级医改
部门、医疗机构有关负责人
赴外省市学习经验，同时认
真调研总结省内工作实践，
先后多次赴安康市石泉县、
西安市高陵区、榆林市子洲
县实地调研医共体建设情
况。目前，陕西省已经初步形
成全省医共体建设指导文件
征求意见稿。此外，为把石泉
县打造成全省医共体建设的
示范县，与会人员还对该县医
共体建设方案进行了讨论。

今年我省医共体
县域覆盖面将达到50%以上

本报讯（付 瑞 霞）自
2014年 10月税收违法“黑名
单”和联合惩戒机制建立以
来，陕西省各级税务机关累计
公布“黑名单”案件 803 件。
其中，偷税案件 27 件，占比
3.49%；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普通发票案件776件，占比
96.51%。

陕西省税务局与各相关
部门团结协作，将公布的 803
件“黑名单”信息及时推送至
公安、海关、工商等相关单位，
实施限制出境、限制担任相关
职务等联合惩戒措施，强化违

法失信“黑名单”信息共享，实
现了纳税信用体系与社会信
用体系的融合联动。同时，税
务机关在失信惩戒机制建设
中确立了“能上能下,鼓励纠
错,动态管理”的思路。

省税务局稽查局相关负
责人说：“能按照《税务处理决
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
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决定，
停止公布并从公告栏中撤出，
并将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的情况通知实施联合惩戒和
管理的部门。”

陕西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803件
多部门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