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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惠安公司领导为
一线员工送去了王老吉等防暑降
温物品，慰问每到一处，领导都
叮嘱他们要注意防暑降温，确保
生产生活安全。 刘立珍 摄

连日来，西安地区持续高温天气，陕西西铁设备经
营开发有限公司深入开展“送清凉送健康送关爱”活
动，组织公司机关人员为一线生产经营网点送去西瓜、
饮料、药品等防暑品。 王鹏 摄

入伏以来，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西安东车
辆段加大暑期“送
清凉”力度，在作业
现场、职工食堂等
多处场所设置“清
凉小驿站”，并采取
科室包保、定点配
送的方式，及时将
酸梅汤、冷饮、西瓜
等防暑降温品送往
职工手中。图为该
段在午餐时间为职
工供应西瓜。

杜朝辉 摄

7月 18日上午 10点，宝鸡
眉县—常兴间线路上热浪滚
滚。西安建筑段林业综合车间
施工负责人吴启带领20名职工
按计划正在修剪眉县——常兴
间线路两侧的绿化带。“大家停
一下！都过来喝碗绿豆汤歇口
气儿！”烈日下，西安建筑段林业
综合车间主任田提醒大家。大
伙儿的脖子、胳膊、胸膛等部位
早已晒得通红，豆大的汗珠不停
地顺着脸颊滚落。

“哟，这绿豆汤太及时了！”
青工小张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地
喝着绿豆汤。

入伏第二天，关中地区气
温就直冲到了 40度，线
路上温度更是高达 60

度。为保障室外作业人员安
全，西安建筑段除要求10个正
在施工的营业线及屋面大修的
车间，要合理安排施工方案，
避开高温时段施工作业，并加
大了送清凉力度和防暑降温知
识的宣传力度。段 9名领导班
子成员各带一队分别将矿泉
水、西瓜送到施工现场，并检
查现场施工组织方案和高温作
业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各车
间干部除不间断地给各施工现
场送绿豆汤、西瓜等降温饮品

外，还要保证每个施工现场都
有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
药品，同时，利用施工间隙给
职工讲解防暑降温常识，提醒
作业人员必须要穿长袖作业
服，在脸部涂防晒霜，防止晒
伤，提高职工科学防暑的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
段、车间两级干部加密高温时
段跟班作业频次，紧盯班前健
康问询、班中岗位互控、班后
总结分析制度落实，在炎炎烈
日给职工送上一份凉爽的“清

凉套餐”。
通讯员 朱淑琴

“清凉套餐”送一线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19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
2017年，全省电力行业持续推进
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和落后产能关
停淘汰工作，供电结构日趋优化，
绿色发展有序推进，但仍存在三
大问题制约行业发展。

煤电产能过剩风险依然存
在。我省作为传统能源大省，煤
油气资源丰富，煤炭产量稳居全
国第三位，凭借资源和地理优势，
我省在煤电一体化和热电联产项
目上不断发力。2017年，我省自

用电源建设有序开展，富平、延
安、榆林3个热点项目基本建成，
已投产70万千瓦，清水川二期预
计今年中期建成，陕能商洛、麟游
项目进度过半，华能延安、渭南热
电项目实质性开工，火电装机容
量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燃煤发电
仍然占据我省发电主导地位。

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政府补
贴成本高。受益于规模经济和技
术进步，近年来风电和光伏发电成
本已出现大幅下降，但是就目前来
看，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还是很惊人

的。目前风力发电的成本是传统
火力发电的1.7倍左右，光伏发电
成本是火电的3倍左右，为鼓励新
能源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补贴电
价的方式对新能源企业进行激励，
度电补贴强度较大。导致新能源
企业对政策扶持的依赖度较高，
受政策调整的影响较大，新能源
产业也因此缺乏相应的市场竞
争机制，风电、光电还未实现大
规模量产，成本还很高，这些使
得新能源的发展阻碍重重。

新能源开发利用仍显不足，

消纳难问题突出。国家每年下达
光伏规模较少，造成我省部分项
目建成后不能及时享受国家电价
补贴，加上受土地、林地、环保等
外部条件限制，部分项目核准（备
案）后不能及时开工，影响了我省
光伏产业发展的步伐。我省风
电、水电和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5%左右，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9个
百分点，和发达省份差距就更大
了。我省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在
榆林北部 6县，该区域处于陕北

电网末端，330千伏变电站数量
和规模与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不
完全匹配，在陕北—关中 750千
伏二通道未建成前，接入消纳问
题仍然突出。

业内人士建议，在煤炭主体
能源地位短期不变，天然气资源
受气源缺口影响增长相对缓慢的
情况下，我省只有大力发展风电、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培育可
再生能源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才
能加速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促进能源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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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古老的城墙、火红的婚纱、
美丽的新娘，时尚大方而又古朴
的画风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这是 7 月 17 日记者在西安南门
抓拍到的镜头。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炎炎夏日 丝丝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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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童戈）西安市气象台7月
19日 9时 50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
号：预计未来 24小时内雁塔区、碑林
区、莲湖区、新城区、未央区、灞桥
区、西咸新区、长安区、鄠邑区、阎良
区、高陵区、临潼区的大部分地方最高
气温将升至 40℃以上，蓝田县、周至县
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
请注意防范。

防御指南
1.高温天气持续，建议各级政府和宣

传部门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宣传工作，引导
公众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
加强对老、弱、病、幼人群防暑降温指导。

2.高温持续和增强将可能导致部分
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建议相关部门需做好
电力调度和供应工作，保障生活生产用
电，同时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
压器等电 力设备负载大而引发火灾。

3.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
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准备防暑降温
药品，必要时停止高温时段户外作业。

4.高温天太阳辐射强度大，易导致臭
氧污染超标，需注意防范臭氧污染。

5.加强田间管理，减小高温干旱天气
对农业与经济作物的不利影响。

6.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局地热力
对流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市部分地方尤其
是南部山区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
性较大，提请加强关注。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
19日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上半
年，省公安厅深入开展打击环境
食品药品犯罪“利剑”行动，重拳
打击各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上
半年共侦办各类食品安全案件
203起，涉案金额达2.15亿元。

今年上半年,省公安厅在持
续打击线下渠道食品安全犯罪
的基础上,加大对涉互联网渠道
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深化
与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
协作，加强信息分析研判，拓宽
食品药品案件线索来源，开辟网
上战场，取得丰硕战果。据介
绍，今年我省各级公安机关为进
一步提升打击效果，实现精准打

击，坚持“破大案、保稳定，破小
案、暖民心”理念，强化案件经营
意识，对重大特大案件，省市县
成立联合专案组挂牌督办。

同时，坚持以打源头、端窝
点、斩链条为目标，对犯罪涉及
的生产、销售、运输、储藏、以及
使用等实施全环节全链条歼灭
性打击。此外，公安机关还加强
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检察院、
法院的配合，形成打击合力。今
年 4月以来，省公安厅相继开展
了专门针对假冒伪劣食盐、互联
网环食药违法犯罪和假劣酒类
的专项打击行动,将持续严打各
类食品安全犯罪，守护群众餐桌
安全。

陕西上半年侦办食品安全案件203起

将开展全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7日从水

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从 7月 20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
突出问题，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
清理整治行动。

“清四乱”专项行动范围，为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流域面积
10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水面面
积1平方公里以上湖泊。

专项行动目标是全面摸清
和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四
乱”突出问题，发现一处、清理一
处、销号一处。2018 年年底前

“清四乱”专项行动见到明显成
效，2019 年 7 月 19 日前全面完

成专项行动任务，河湖面貌明显
改善。

清理整治中，乱占主要包
括：围垦湖泊；未依法经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围垦河道；非法
侵占水域、滩地；种植阻碍行洪
的林木及高秆作物。乱采主要
包括：河湖非法采砂、取土。乱
堆主要包括：河湖管理范围内乱
扔乱堆垃圾；倾倒、填埋、贮存、
堆放固体废物；弃置、堆放阻碍
行洪的物体。乱建主要包括：河
湖水域岸线长期占而不用、多占
少用、乱占乱用；违法违规建设
涉河项目；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
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水利部：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本报讯（通讯员 王惠玲）近
日，神木电力局开展了“文明上
网”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公
司领导及机关全体职工参加了
本次活动。

此次活动由单位党群部策
划组织，活动旨在引导职工禁止
传播不文明、不雅观信息，增强
自身辨别是非、抵御网络谣言的
能力，规范上网行为，共同为净

化网络环境而努力，保持网络的
纯洁性。

活动依次按学唱歌曲、看短
片、诵警句格言、谈感受、做宣誓
五个环节来开展。

最后，支部书记谢元飞总结
了本次活动，呼吁大家提高自身
素质，抵制网络不文明行为，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创建文
明单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神木电力局

开展“文明上网”道德讲堂

本报讯（通讯员 李增辉 张
斌） 7月18日20时，由中铁电气
化局集团西安电化公司承担施
工任务的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
路环网一次送电成功，今年年底
开通的8个车站站内设备陆续开
始带电运行，为即将开始的全线
联调联试奠定了基础。

铁路环网工程像动脉血管
一样串联全线，为电客车和车站

提供电力供应。此次环网成功
送电，为后续通信、信号、通风、
给排水等 18个专业系统工程的
综合调试提供了电力保障。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是陕
西省建设的首条城际铁路，全长
29.31公里，全线建成后，从西安
北站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只需27
分钟，届时乘客换乘飞机、高铁、
地铁可实现出行“一站式”到达。

西安电化公司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环网送电成功

“稳赚不赔，100%本息担保”“彻底
根治，绝不反弹”“用过都说好”……这
些广告你是否耳熟能详？对此是否动
过心？

近年来，尽管监管部门对广告发
布有明确规定，但有的地方电视台、
报刊或网络平台依然违规播放一些
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对市场经济
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虚假广告为何
屡禁不止？

夸大宣传，广告吹得天花乱坠

“省钱，省水，省时间，不占地
方”“7 天无条件退货，15 天包
换”……某品牌迷你洗衣机的广
告在一档电视购物频道播放。电
视广告里还有现场演示，山东临
清市读者杨金坤的妻子信以为
真，便拨打热线电话买了一台。

可是买回来的洗衣机质量却让人
大跌眼镜，杨金坤告诉记者：“洗衣机排
水管和机身衔接不牢固，经常脱落。脱
水时，脱水桶脱离桶座，无法正常使
用。洗一会儿还会散发一股非常难闻
的刺鼻气味。”

“妻子打电视直销电话，要求退
货。没想到，电视直销推厂家、厂家推
售后、售后推销售，销售一听要求退货，
直接挂断电话。”杨金坤气愤不已：“前
后换了五个手机拨打热线电话，都是来
回踢皮球。说好的七天无条件退货，怎
么一点诚信不讲！”

事实上，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
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但夸大其词、
虚假宣传的各类广告仍时有发生。

6月 1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
报，宣传“邦瑞特植物防脱育发露”“汉

方育发素”“飘宣秃大夫发根活力素”的
电视广告，存在夸大夸张宣传、误导受
众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要求各级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停止播出。

通过对数家地方电视台、电台以及
网站的观察，记者发现，有违法之嫌的
虚假广告依然不少。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自称“最权威的英语培训机构”，开设

“逢考必过的考试课程”；有的理财产品
在热播剧中插播广告，“零钱交给×××，
财富随手噌噌噌！”而“投资有风险，理
财须谨慎”的字眼很小，不仔细看根本

看不到；“数量有限，抢！抢！抢！名表
展所到之处，消费者无不说好”，等等。

广告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发布平台故意“放水”

法律法规三令五申，相关部门也采
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但为什么虚假广
告仍然存在？

“不良广告商在利益驱使下，为了
片面追求产品曝光率，迅速打开市场，
夸大或虚构产品质量、功效，具有较强
的诱惑性。”北京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滕立章表示，虚假广告往往会使用绝对
化语言，“最好”“根治”“不反弹”“国家
级”“最先进科学”等词语使用频率较
高。还有的会使用一些虚假证书、证明
文件，甚至谎称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等。

在与消费者的交流中，记者常常听

到这样的声音：有些广告一眼就能看出
是虚假广告，可为什么一些大众传播平
台还要传播呢？

一位媒体广告从业人员道出了他
们的“苦衷”：近年来，一些地方尤其是
县市级的电视台、报刊，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栏目少，营收压力大，有质量的大
品牌广告接不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
而恰恰是一些市场知名度不高的产品，
往往为了抢占市场，在广告设计上打

“擦边球”甚至有违法违规行为。有的
媒体生存压力大，在广告内容审核把关

上就放松了要求。
对此，安徽读者刘女士认为，和游

医药贩、街头广告不一样，即便是地方
市县的电视台、报刊在大众心目中也是
有公信力的，是很多人接受信息传播的
重要来源。虚假广告，不仅损害发布平
台的媒体公信力，更会伤害信任他们的
消费者。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无从甄
别真实信息，对合法经营者造成冲击和
干扰，构成不正当竞争，扰乱正常的市
场经营秩序。

从源头上做好广告准入
加强全过程监管力度

今年 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布了 2018年第一批典型虚假违法广
告案件：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今日头条”手机端应用程序发布多

条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的医疗广
告，罚款 70多万元；河北秦皇岛蕾迪商
贸有限公司发布宣传普通食品的广告，
含有对肺气肿、糖尿病、气管炎有较好
疗效等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内容，罚款40
万元……

打击虚假广告，相关部门已经做了
不少努力。如何更好治理虚假广告现
象呢？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
生认为，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的人身财
产受到损害，不仅违反广告法，可能还

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但截至目前，对虚假广告更多的
是行政处罚，对广告法中“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往往没有落到实处。违反合同
法、侵权责任法，造成人身财产重
大损害的广告侵权责任，惩处的

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由此可见，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

相关方的责任。比如，对发布虚假广告
的平台应追究责任，严重违法的应停业
整顿，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对于虚假广
告的直接责任人可以尝试建立从业黑
名单制度。

同时，从源头端做好准入资质把
控，形成多部门联防共治的格局：市场
监管部门动态监测，及时发现网上虚假
违法广告；网络
监管部门认真
审核和监督，清
理整顿违法违
规接入服务商；
公安机关加大
案件侦破和惩
处力度。

（金正波）

新闻

失
明
老
人
的
回
家
路

7月 18日，在由悉尼经武
汉飞往西安的MU750航班上，
东航西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
乘务员邙琪像平时一样在客
舱里忙碌着。

“ 飞 往 武 汉 、西 安 的
MU750次航班旅客登机即将
结束，乘务员请完成‘客舱行
李确认’。”站在2L门处迎客的
头等舱乘务员邙琪准备进行
行李确认时，地面服务人员推着轮椅送到机门口的一位
老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一位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
失明老人，她独自一人在地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登机，
邙琪和头等舱乘务长李茜赶忙接过老人。由于老人双

目失明且行动不便，护送老人到座位的过程
都必须由两位乘务员一前一后同时搀扶。安
顿好老人入座后，乘务员与老人交谈得知，老
人今年 85岁，去悉尼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后返回家乡。

晚间，其他客人都开始用餐，邙琪考虑到
老人眼睛不方便，就主动喂老人吃饭。用餐结
束后，老人不好意思地拉了拉邙琪的衣袖，悄
悄说自己想去洗手间，邙琪赶忙叫来李茜，两
人一起扶起了老人，带着老人去了洗手间，并
且全程帮助老人脱衣物如厕。

10个小时的时间里，邙琪和她的同事除了
要服务机舱里的其他旅客，还要无微不至地照
顾老人，热了为老人脱棉袄，冷了为老人盖被
子，一日几餐，十几次如厕，老人腿脚不舒服，
乘务员们除了每次给她垫好被褥找一个最舒
服的体位还帮她按摩缓解疼痛……老人拉着
邙琪的手，激动地说道：“真跟我的亲孙女一样
好啊！”就连一同乘机的其他旅客也被乘务员
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感染，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
这万米高空的温情时刻。 文/图 景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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