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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防中暑教你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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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殷博
华）7月 19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2017
年，我省各级民间投资政策利好持续释放，
但受融资瓶颈、政策效用发挥不足等因素
影响，我省民间投资受到三大问题困扰。

民间投资总体规模偏低。2017年全省
民间投资增长10.8%，部分是基于上年基数
下的恢复性增长，相比国有及国有控股投
资 18.7%的增速仍然偏低。从民间投资规
模来看，民间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从 2015年的 45.7%回落至 2016年的
42.7%，2017年占比仅有 41.3%，远低于全
国60.4%的比重水平，也低于四川（48.4%）、
广 西（59.3%）、内 蒙 古（51.4%）、辽 宁
（61.1%）、安徽（61.7%）等省份。

制造业民间投资持续下降。民营企业
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和突击队，但近年来我
省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 2015
年的 17.6%回落至 2016年的 0.6%，2017年
同比下降3.6%。下降原因，一方面是钢铁、
水泥、造纸、印刷等产能过剩和高污染高耗
能行业主动收缩，投资下降；另一方面是装
备制造业等领域转型升级困难，增长乏力，
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15.8%，专用设
备制造业下降15.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等制造业下降20.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下降24.3%。

区域民间投资差距明显。2017年，民
间投资增长较快的地区包括商洛市43.8%、
安康市 23.8%、宝鸡市 19.1%，主要在特色
农业、生态旅游、生物医药、汽车及智能制
造、物流产业基地等领域增长较快。负增
长 的 地 区 包 括 咸 阳 市 -10.8% 、延 安
市-1.5%、铜川市-1%，主要受煤炭、石油、
水泥等相关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以
及房地产业民间投资下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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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机构可进行职业中暑诊断

1.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
活动。外出时最好穿浅色、宽松
的衣服，戴宽边帽或打遮阳伞。
可以佩戴宽帽檐的遮阳帽，太阳
镜，并涂抹防晒霜。

2.运动要适当。夏季要减少
运动量，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天气较凉爽时进行，场地宜选择
在河湖水边、公园庭院等空气新
鲜的地方，时间以半小时为宜。
当运动锻炼出汗过多时，可适当
饮用淡盐开水或绿豆盐水汤。
而当气温达到35℃以上，要停止
运动，以静制动，并保持充足的
饮水。同时，应随身携带一些人
丹、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
等常规的防暑药物。

3.及时补充水分。夏季高温
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

因此可在饮食上加以调节，饮食
宜清淡，多食青菜水果，少吃肥
腻煎炒食品。经常食用冬瓜薏
米粥、绿豆海带汤、绿豆粥，适量
吃些瓜果，如西瓜、冬瓜、凉瓜等
解暑食物，可有效避免发生中
暑。每天还要经常补充水分，最
简单的是多饮开水或淡盐水，喝
盐水时要少量多次地喝，才能起
到预防中暑的作用，也可饮水果
汁、酸牛奶、茶水等。

4.室内保持通风，可借助空
调来降温，应注意合理设置空调
温度。室内温度在 26℃运行一
段 时 间 后 ， 设 置 为 27℃ 为 最
佳，千万不要把空调温度调得
太低，空调温度应控制在与室
外温差5℃至10℃之间，否则室
内外温差太大，反而容易中

暑、感冒。进入空调屋要记得
给自己加件衣服。在空调环境
中工作一段时间后应抽时间到
室外活动，进行耐热锻炼。提
高身体的适应能力。离开空调
房后，不妨做一些暖身操，动
动手脚扭扭腰，让僵硬的关节
充分地伸展一下。

5.合理睡眠。中暑的发生还
与睡眠有关，人们最好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才能精
神饱满，增强身体抵抗力。

6.关心高危人群。老年人、
婴幼儿、儿童、精神疾病患者和
慢性病患者及户外工作强度较
大的人，更易受到高温的影响，
需密切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
此外，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
独留在车内。

7月 21日上午 6时 20分，西安火车
站三号站台，K165次列车迎着朝阳停
靠到站。列车第二包乘组此次出乘可
谓不易，时间上比平时多了 3倍，7月 8
日列车从西安始发，受洪涝灾害影响，
两次从成都折返回昆明，五天滞留昆明
后，才绕道阳安线返回西安。

旅客下车后，列车长张宁特批列
车员徐胜利返回宝鸡，看望腰椎骨折
住院的老父亲。随后，他同其他 44名
乘务人员清理车厢卧具和设备，直至8
时 30分左右，才坐上回宝鸡同家人团
聚的列车。

张宁是第二包乘组列车长，虽然到
班组才一年时间，可他用实际行动，扛起
了“英雄列车”旗帜。在这次洪涝灾害
面前，他和他的班组再次经受住了考验。

零投诉：捍卫“英雄列车”荣誉

8年前，张宁所在的西安至昆明的
K165次列车第二包乘组曾经在宝成铁
路遭遇特大洪水创造了铁路救援史上

“零”伤亡奇迹，被原铁道部授予“英雄
列车”称号。8年后，他们再次遇到特大
洪涝灾害。这一次，他们耐心服务，实
现旅客零投诉。

“不能给‘英雄列车’抹黑，必须做
好滞留、折返旅客的解释和服务工作，
必须实现旅客零投诉。”张宁说。

7月 11日 11时 21分，张宁和他的
列车由昆明返回停靠四川眉山站，突然

接到宝成铁路绵阳段桥梁受到洪水冲
击不能通行的命令。他立即组织值班
乘务人员第一时间做好旅客的解释、安
抚和服务工作，并通知休班人员提前接
班，做好卫生保洁工作。

随后，又接到列车需要在成都折返
昆明的命令。他和副列车长谷雨欣带
领党员职工，逐个车厢为乘客做好退
票、改签等解释工作。

列车在眉山车站滞留 5个多小时，
迟迟不发车。车厢外，瓢泼大雨，车厢
里，难免有乘客情绪激动。

停车期间，一位到成都参加旅行团
的老年旅客不断找乘务员咨询开车时
间。12时 51分，往日正点抵达成都的
时间到了，这位旅客情绪特别激动。张
宁回忆说，老人不断对乘务员说：“我
要参加下午两点的旅行团呀，赶不上
损失几千块。”见状，他和乘务员耐心
给其解释，并为老人提供送水就餐等
服务。在餐车里，这位旅客看到餐车

“英雄列车”的事迹图片展示后，感动地
说：“你们真好！”

不断地解释，尽可能地满足旅客需
求。当日的 1299名旅客，要么到成都
改签高铁返回西安，要么列车免费将大
家拉回乘车点。大家虽然耽误了行程，
但对乘务组的服务无不竖大拇指。

坚守：点滴小事感人至深

彭宁娟是 17 号硬座车厢的乘务

员，也是班组几个经历过 8年前特殊
考验的老乘务员。这次长时间乘务，
她最牵挂的是儿子的中考成绩。按规
定，她们当班时间不能使用手机，加上
成昆铁路线不是桥梁就是隧道，致使她
长时间无法同家人联系。7月17日，宝
鸡市中考成绩公布了，微信得知儿子考
了 594分，考上了高中，她掉下了眼泪：

“这次走车值了！”
彭宁娟在儿子人生十字路口坚持

工作一线，她的徒弟牛红凤，也养成了
爱岗敬业的好习惯。

28 岁的牛红凤乘务途中感觉不
舒服，恶心、呕吐。12日返程昆明后，
她到当地医院检查，得知自己怀孕。
当时她完全可以请病假，坐高铁返回
家中保胎，可她谁也没说，坚持到 21
日返程。

职工敬业，家属不拖后腿是这个
班组的集体文化。12日中午 12:44分，
乘务员徐胜利的妻子给车长发信息告
知，孩子爷爷腰椎骨折，刚刚做完手
术，她再三叮咛张宁：“你不要给徐胜
利说好吧，让他安心工作。”张宁提议
在家的同事去医院帮忙，徐胜利的爱
人拒绝了。就这样，徐胜利坚持到列
车返回。

乘务人员长时间值乘，不仅要克服
精力和体力的考验，还要学会自我打气
和自娱自乐的本领，排解心里压力。

13日，列车第二次从成都折返昆
明，张宁在乘务日志上写到“又要返

回昆明了，打起精神，撸起袖子加油
干！”给大家加油打气。

酷爱足球的乘务员赵君，虽然
没怎么看成世界杯。可他不改乐天
派作风。第二次返回昆明，他及时
发了一个朋友圈“不是在昆明，就
是在返回昆明的路上，任何困难都吓
不到‘英雄列车’的战士们！”说出了
大家的心声。

14日，列车滞留昆明，赵君主动
提出车库看车。在高温每天持续到凌
晨，时有蚊虫叮咬的四天时间里，他
把休息时间让给了新工和老同志，自
己无怨无悔扛起看车重任。

回家：吃顿饺子庆祝一下

晚点，折返、滞留、绕道！面对一个
个险情，一个个新的困难。45名乘务员
没有退缩，没有牢骚，反而精神更加饱
满地投入工作。

7月 19日，列车接到命令，绕道阳
安线返回西安。晚上 20时 48分，餐车
工作人员给大家特意准备了饺子宴。
副列车长谷雨欣拿起手机拍了饺子发
到朋友圈，附上两个字：“回家”！朋友
留言无数，她在回复留言中写到：“返程
回家寓意团圆，哈哈！”

7月 21日清晨，列车自 7月 8日出
发，历经 14 个昼夜 310 个小时，服务
11170名旅客后抵达西安。

本报记者 薛生贵

连日来的洪涝灾害，致使宝成铁路中断，西安至昆明的K165次列车第二包乘组
值乘14天后才返回。这期间，司乘人员都经历了什么?请看——

↑7月20日，安康铁路公安处领导先后到安康所、乘警
支队、刑警支队、特警支队、安康东所，给各单位送去了西
瓜、矿泉水等慰问品。 杨长空 刘耀武 摄

←7月19日上午
11 时，108 国道褒河
检测站工作人员带
着米面油和猪肉等
慰 问 品 ， 前 往 309
省道略阳横现河清
淤路段看望慰问一
线职工。
徐立生 李亚斌 摄

↓连日来，西安
地区气温节节攀升，
陕建一建七公司组
织人员为工地职工
送去了绿豆、白糖、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
降温品，并指定专人
每日为工地送绿豆

汤。图为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项目为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的场景。

通讯员 刘建刚 摄

7 月 20 日,惠安公司在文化
宫二楼多功能厅举办第一届文
化节“书香人生 诵读经典”诵读
比赛，让大家再一次重温经典，

领略朗诵的魅力，感悟文学的力
量。来自该公司各单位的 22 名
朗诵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杨国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孙嘉思）7
月16日，陕西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工会从媒体得知“蓝田县安村镇
安村残疾家庭10万斤西瓜熟了，
等不来客商愁坏夫妇俩”的报道
后，公司工会及时和该夫妇取得
了联系，决定认购一部分西瓜来
缓解贫困残疾夫妇西瓜滞销的
燃眉之急。

经了解，这对残疾夫妇今年

家里贷款 10多万元，种了 30多
亩地的西瓜，但由于腿脚不便，
不能向其他人一样自己跑市场，
只能顶着烈日自己卖瓜，因销
路不畅造成西瓜滞销，夫妇俩为
此心急如焚。

该公司为解决这对残疾夫
妇西瓜滞销难题，按市场批发价
购置西瓜2800多公斤，全部发放
给公司员工。

陕西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解决残疾瓜农西瓜滞销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许岗 韩展
展）历经 300多个昼夜鏖战，中
铁二十局市政公司承建的石
（柱）黔（江）高速公路沙坡隧道
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在全线10
个标段中黑溪至石会段4座隧道
全部率先贯通。

地处重庆黔江区的黑石段，
地质条件复杂，属石黔高速公路
施工高风险管段。管段内次第贯
通的红豆树梁隧道、神仙岭隧道、

青山岭隧道、沙坡隧道等 4座隧
道，均为Ⅳ、V级围岩，地质破碎、
渗水量大。据中铁二十局市政公
司副总经理兼项目经理任东平介
绍，自上场以来，他们以“创建绿
色公路、打造品质工程”为目标，
秉持“项目成败、责任在我”的管
理理念，精心组织，配足资源，以
智能化、机械化施工为抓手攻坚
克难，4座隧道均提前完成施工
计划，实现安全平稳贯通。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

石黔高速黑溪至石会段隧道贯通

据《人民日报》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
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以中等职业教
育为重点不断扩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每个省
（区、市）集中力量至少办好一所面向全省招生的残疾人
中等职业学校。鼓励用人单位雇佣残疾人从事适当工
作，不得歧视残疾人。

《意见》要求，职业院校要通过随班就读、专门编班
等形式，逐步扩大招收残疾学生的规模，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绝接收符合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现有残
疾人职业院校有针对性地开设适合残疾人学习的专业，
积极探索设置面向智力残疾学生、多重残疾学生的专业
或方向，扩大残疾人就读专业的选择机会，同步促进残
疾人的康复与职业技能提升。同时，各地在落实职业院
校生均拨款制度的同时，适当提高接受职业教育残疾学
生的生均拨款水平，用好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就业补
助资金等。

四部门：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

本报讯（崔春华）笔者7月20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上半年我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8家，同比增长45.7%；
合同利用外资17.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97亿美元。

上半年，我省第一产业新设外资企业 3家，同比增
长 200%。第二产业新设外资企业 20 家，同比增长
17.7%。第三产业新设外资企业95家，同比增长50.8%；
合同利用外资 16.4亿美元，同比增长 24.4%；实际利用
外资9.6亿美元，同比增长4.34%。

大西安利用外资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西安市上半
年新设外资企业 80家，同比增长 29%。西咸新区新设
外资企业 19家，同比增长 280%；合同利用外资 3.64亿
美元，同比增长 572.4%；实际利用外资 1.92亿美元，同
比增长160.3%。

我省新设外资企业118家

近日，西安连续出现 40℃左
右的高温天气，是中暑的高发时
期，全市已出现多起中暑死伤事
件。21日，西安市疾控中心发
出预警提醒市民：做好自我防
护，尽量避免和减少在高温时段
外出，预防中暑发生；我省指定
4家职业病诊断机构可申请职业
中暑的诊断。

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易中暑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易中暑

中暑是指因高温引起的人体
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和汗腺功
能衰竭产生的急性疾病。当气温
超过 35℃时，由于外界温度与人
体温度接近，甚至超过人体正常
温度，会造成人体体温调节障
碍。主要影响人体对流和辐射散
热，使得体热积聚，体温升高，容
易发生中暑。如果在高温环境中
和在炎夏烈日暴晒下从事一定时
间的劳动，且无足够的防暑降温
措施，尤其在湿度大于60%、通风
不良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中暑。

中暑轻者可出现头昏、头痛、
恶心、口渴、大汗、全身疲乏、心
慌、胸闷、面色潮红，体温升高到
38℃以上，或出现面色苍白、四肢

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加快的虚脱
表现；重者表现高热，体温超过
41℃、无汗、意识障碍如嗜睡、言
语不清、神志不清、手足抽搐，甚
至出现休克、心力衰竭、肺水肿、
脑水肿等。

老年人、婴幼儿、儿童、精神
疾病患者及慢性病患者是中暑的
易发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很多
上班族虽然在空调房里办公，但
中暑概率也很大。原因是从外面
很热的环境进入室温调得很低的
空调房时，室内外温差过大。去
外地出差或旅游，开车或坐飞机
时间较长，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通
风降温条件又不好，易导致中
暑。去健身房锻炼时，由于大量
出汗，没有很好地补充水分，且从
有空调的房间出去时，也易中暑。

注意预防职业性中暑注意预防职业性中暑

在西安面临多日高温的情况
下，西安市疾控中心提醒存在高
温作业的用人单位注意职业性中
暑的预防和控制，用人单位应当
对劳动者开展高温防护、中暑急
救等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并为高
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

提供足够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
的药品。劳动者在高温作业场所
劳动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昏、头
痛、口渴、多汗、全身疲乏、心悸、
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
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等症状

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救助
措施，使其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到
通风阴凉处休息，供给防暑降温
饮料，采取必要的对症处理措施
并予以密切观察；病情严重者，用
人单位应当及时将劳动者送医疗

卫生机构治疗，同时到陕西省卫
计委批准的4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核工业四一七医院、兵器工业五
二一医院、西安铁路疾病预防控
制所、西安市中心医院）申请职业
中暑的诊断。 （张黎娜 马相）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宏）日
前，航空工业起落架汉中精益制
造中心对四个创新先进团队及
《超音速火焰喷涂涂层抗拉结合
强度试验装备技术创新》《凸轮
类零件的高效数控加工》《车工
多功能刀座的设计及应用》等80
余项创新成果进行了表彰奖励。

近年来，起落架公司科研生
产任务越来越重，人力和设备的

瓶颈越来越突出。为充分调动
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实
践、增强创造活力，起落架汉中
中心大力培育创新文化。通过
推动劳模工作室创建、改进绩效
激励机制、创新班组建设、开展
名师带徒活动、推进关键技术数
字化，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效
活动，助推了公司各项重点科研
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

表彰奖励职工创新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程晓艳）7
月 19日，石泉水电厂举办了“关
注自我，与健康同行”知识讲座,
特邀石泉县医院三位专家授课，
吸引了约80名员工到场聆听。

健康讲座分三个部分进行，
授课内容分别是“脑血管病的防
治”、“急性心梗的救治”和“妇科
疾病的常见认识误区”。聆听讲

座的职工们再次体会到提高预
防疾病意识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石泉水电厂把关
爱员工身心健康作为坚持“以人
为本”的具体举措，在生活区安
装健身器材，每年定期体检，举
办各类文体活动，让员工在工作
之余强健体魄，确保把对职工的
关爱落到实处。

石泉水电厂

举办专题知识讲座强化健康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