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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
扩大至1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 22日通报了今年上半年
空气质量状况，并在原有 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基础上，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扩大至169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务院《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求，生态环境部在原有
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基础上，将排名城市范围扩
大至 1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成渝地区、长江中游、珠三角等
重点区域以及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从7月起，生态
环境部每月发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20个城市和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20个城市名单，每半年发布空气
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的20个城市名单。

根据最新排名情况看，今年上半年，169城市中临
汾、石家庄、邢台、咸阳、晋城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海口、黄山、拉萨、舟山、深圳等 20个城市空气质
量相对较好。

本报讯（王敬怡 王一霖）7月 22日上午，西安市
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安的最高气温飙
升到了40度以上。未来五天，高温天气在全省范围内
还将持续，陕北南部、关中、陕南东部地区的气温仍
将高居不下。

最近的西安一直都是“高烧不退”，火辣辣的天气
确实让人难以忍受。昨日已是大暑节气了，未来五
天，陕北地区南部、关中地区大部、陕南东部，依然
是高温天气“唱主角”。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侯建忠：“目前来看，咱们省
出现明显降水的希望比较渺茫，即使有一点降水都是
零散的或分散性的局地性的降水，对降温基本上解决
不了问题。”

今年入伏以来，几乎每天都是接近40度的天气，但
大家印象里以前的西安，似乎很少会发布高温红色预
警。气象专家表示，去年和今年这种极端高温天气，与
历史同期相比实属罕见，而气温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是副热带高压带明显增强，且十分稳定。除了受到副高
控制，由于西安地处我省渭河河谷和关中平原地带的高
温控制中心，地形不宜散热，也会造成持续高温。

未来五天陕西高温天气持续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本报讯（通讯员 康玲）如何破解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问题？安康市
汉滨区谭坝镇近年来探索的路径是，在
落实贫困户集中安置过程中，除了围绕
山水做好绿色产业文章，同时坚持多措
并举大力发展社区工厂，促进就地就近
转移就业，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动“雁归工程”兴办社区工厂。去
年2月底，该镇松坝社区在外创业成功人

士返乡创办了润恒电子厂，主要为东莞的
电子厂商代工生产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内
置喇叭等，吸纳了当地32名剩余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其中包括贫困劳动力15人。
今年6月底，该企业又着手在谭坝社区建
设分厂，可望解决60余人就业。

“筑巢引凤”发展社区工厂。该镇去
年下半年投资 600万元在松坝社区建设
3092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并对入驻企

业实行“三配套两减免两奖补”措施，即
配套建设标准化厂房、员工宿舍和相应
水、电设施，减免三年厂房租金和水电
费，给予技能培训补贴和产业奖补。在
这样的优惠政策支持和吸引下，扬州仪
征哈哥宝工艺品有限公司创办的哈德宝
毛绒玩具厂于今年 2月 27与该镇正式签
约，从企业招工、厂房装修、设备安装到
工人培训统筹推进，仅仅用了一个月时

间就进入投产阶段，目前共吸纳松坝社
区及周边镇村258名劳动力就业，其中贫
困户劳动力78人。

截至目前，全镇已投产社区工厂 3
个，促进解决就业 300多人，其中贫困劳
动力 100余人，员工月平均工资由 1500
元的保底工资加计件工资两部分组成，
帮助贫困户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的目标。

“感谢国家扶贫这个好
政策，感谢高速公路陕西交
通集团，有你们的帮助，我
相信我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
好……”，看着前来装西瓜
的车，直乐村九组贫困户一
边装西瓜，一边向交通集团商漫分公
司帮扶干部胡锐高兴地说。

左东岗，直乐村九组村民，老两
口都已年近70岁，育有一子，但其40
多岁的儿子性格孤僻，不理农事。老
俩口唯一的欣慰就是孙女左蕴玉，懂
事的孙女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在蒲城
县上了职教中心学习幼教专业，但每
年7000余元的学习及生活费对他们来
说都是负担。

2015年左东岗家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7年 7月，陕西交通集团
对于其定点帮扶的渭南市蒲城县孙镇
直乐村实行帮扶，左东岗家及另外两

户贫困户被陕西交通集团所属的商漫
分公司包联。

左东岗家的好运也是从那个 7月
开始的。2017年 7月，在充分征求左
东岗一家意见后，他们家被列为 2017
年度易地搬迁户。同年 12 月，他们
在蒲城东收费站的祥安小区拿到了
两套房的钥匙，开始成为城里人。
在此期间，商漫分公司帮其销售了
2100元的梨，资助其孙女左蕴玉 1000
元的助学金。

2017年 12月，直乐村党支部+蔬
菜大棚产业分红给予左东岗家分红
1000元，2018年 5月直乐村光伏电站

给 予 左 东 岗 家 分 红 2000
元，预计光伏电站年分红
3000元。2018年6月，左东
岗家领到了 6702元的上半
年度低保金。孙女左蕴玉享
受到了春季助学补贴 1150

元。更可喜的是在商漫分公司帮扶干
部的帮助下，他们种植起了 3亩地膜
西瓜，并于今年 6月 28日商漫分公司
直接将他的 7400斤西瓜销往公司食
堂，左东岗实现销售收入 11100元。
老左说今年西瓜行情比往年好，剩下
的西瓜不愁卖。听说他们搬到县城居
住后，政府还要给他们就近在小区安
置工作，老左高兴极了。

2018 年，蒲城县要实现脱贫摘
帽。陕西交通集团驻村扶贫工作队长
说：“左东岗家在 2018年脱贫不是问
题，其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3070元。”

通讯员 郭超飞 胡锐

7月 19日上午约 8时许，在 310国道华
阴市罗敷段，一辆行驶中的卡车发生自燃，
幸好被附近的干部群众及时发现，并在第一
时间紧急时扑救，才将车辆损失降到最低程
度，司机杨师傅感激不已。

当天上午，正在 310国道华阴市罗敷
段工作的华阴市交通运输局干部耿萧，突
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车牌号为陕A38xx的
中型卡车底部起火，他一边大声呼叫该车
司机赶快停车，一边迅速跑到附近一水管
处用垃圾桶盛水灭火，附近群众见状也急
忙用桶装水支援灭火，耿萧还呼叫一同前
来的运政路政工作人员井言斌等人帮助扑
救。与此同时，在附近执勤的华阴市交警
大队罗敷中队民警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一边利用附近水源扑救，一边对现场进行
了临时交通管制。由于该路段属下坡地
带，为防止车辆倒溜发生危险，路政人员
还搬来石头放置轮下。经过干部民警和附
近群众的齐心努力，很快将卡车底部发动
机部位的明火扑灭。

经民警和驾驶员初步勘查分析，起火原
因是车上拉的干柴掉到发动机电瓶旁边，由

于电瓶遇热引起自燃，
车辆除电瓶和油路发生
损坏外，其它没有大
碍。司机杨师傅非常感
激地说：“多亏帮忙灭火
的这些好人，要不然这
车就完了。”

通讯员王渭 王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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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
涛）为确保危房改造任务高
效率、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火烧店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夯实工
作职责。镇政府成立了镇长
任组长的危房改造领导小
组，高点站位、统筹谋划、全
面推进。按照危房改造“月
任务分解表”，实行专人专
管、条块结合、一岗双责的责
任体系，进一步明确责任主
体、工作主体和实施主体的
职责，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整
合社会资源、及时排查隐藏
矛盾、化解邻里纠纷，确保工
程能够顺利推进。

按月分解目标、高效完
成任务。根据《留坝县 2018
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和

“危房改造月任务清单”的
要求，为实现 2月底完成农
户申请公示、3月底非贫困
户危房改造工程全面开工、
6月底前完成危房改造安全
住房建设、7月完成工程验
收、9月底前全部完成入住
的目标，该镇将月任务进行
逐月按村按比例分解，积极
准备、提早谋划，将工程进
度往前赶、将工程责任往实
压，确保在 9月份的脱贫攻
坚综合考核中不拖后退、不
掉链子。

严格督导检查、确保监管到位。采取对
危房改造进度实行一周一统计一上报，一月
一汇总一通报制度，每周周五由各村统计上
报进度表、每月对各村危房改造进度进行汇
总排名并点名通报。同时为加强质量和资金
监管，公开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确保工
程质量监管专人负责、专人监督，资金管理监
管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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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岗家的好运
——陕西交通集团真情帮扶小记

从7月初荷花开放以
来，岚皋县南宫山下花
里村张鑫流转的 20 余亩
荷塘中，荷花争相斗艳，
吸引了来自周边乡镇、县
城及外地的许多游客前来
观赏。

据了解，2016 年，张
鑫流转水田 268 亩，用于
种植莲藕，其中观赏采莲
子约20亩，藕用莲248亩，
今年张鑫继续加大茶旅结
合的力度，把莲藕种植加
工、生产销售与旅游产业
发展结合起来，研发以荷
叶茶为主的旅游商品，延
伸荷叶茶产业链条，带动
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廖霖 张鑫 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7月
16日起，西安市气温持续上升，连
续多日高温天气。西安市各级劳
动监察机构迅速响应，开始对各类
用工单位开展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情况检查。

在碑林区，该区劳动监察部门
督促8家用人单位补发6月份高温
津贴，责令13家用人单位调整职
工休息时间，建议18家用人单位
及时改善劳动保护措施。

记者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全

市各级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深入建
筑工地、加工车间、生产一线进行
检查。截至20日，全市各级劳动
监察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260余
人次，累计对 326个建筑施工工
地、527个用人单位进行检查，涉及
劳动者2.4万人。

检查中，绝大部分用人单位能
够采取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制
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应急预案，备
有防暑降温用品。但也有一些用
人单位存在防暑降温措施不到位、

轮换作业不及时、露天工作时间较
长等问题。对此，劳动监察机构执
法人员当场予以纠正。

截至目前，检查中共发现 12
个建筑施工工地、18个加工制造企
业存在问题，全部现场发出责令改
正书促其整改。

在全市高温天气持续期间，西
安市劳动监察机构将不间断地对
各类用人单位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情况进行抽查巡查，依法维护广大
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西安市开展高温劳动保护检查

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大量废水直排
渗坑，造成土地污染，在因污染环境罪
被判刑并服刑期满后，4人再次被提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近日，西安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判决两起案件的被告人分
别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00余万元、
25万元。读了这则新闻，笔者不禁为环
境公益诉讼的威力而叫好。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
重，环境污染事件持续高发，环境污染
纠纷不断增多。因此，以司法手段推进
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环
境公益诉讼正是实现司法保护环境的
有效途径。

《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
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
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
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话题回到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大量废水直排渗坑，

造成土地污染，在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刑
并服刑期满后，4人再次被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两起案件的被告人分别赔
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00余万元、25万
元。一方面，“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得以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也表明由法
律规定的特定机关和组织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天价”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费
用对于污染企业而言，不啻是当头棒
喝。环境公益诉讼不仅使企业主被判
刑，而且还要承担如此大的生态环境修
复赔偿费用，对当事企业来说明显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此大的违法犯罪

成本，足以让污染企业长“记性”。
此次环境公益诉讼个案的审判，不

应止于判决结果，应更多引起我们对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重要性的思考，在全
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只有用严格的法
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大幅度提高违
法成本，才能让环境污染企业“心有
余悸”。作为维护环境权益的最后一道
防线，环境公益诉讼就应多向污染企业

“亮剑”。 （张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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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米卫卫）7
月以来，延安工务段切实做好职
工防暑降温工作，对防暑降温
工作早计划早落实，采取有效
防暑降温“凉方”，撑起职工暑
期作业“保护伞”。

该段把服务安全生产，服
务一线职工作为暑期重点工
作，提前制定了防暑降温工作
具体的实施方案，做出了周密
细致的安排。为了不让一名职
工中暑，每次作业班前点名由工
班长向职工进行宣传讲解，向职

工详细阐述中暑的症状、中暑
的治疗、中暑的预防和注意事
项等内容，使职工掌握防暑知
识和应急抢救办法，切实做好职
工的“防”暑降温宣传工作，增强
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
严格高温时段作业纪律，气温
达到 35 度以上，禁止上线作
业，发生晃车信息及超临修病
害，利用早晚及夜间气温较低
的天窗时段进行处理。确保了
现场职工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
身安全。

延安工务段

防暑降温有“凉方”

本报讯（通讯员 段振宇）近
日，中移铁通商洛分公司通过开展

“夏季送清凉”活动，努力改善和提
高员工生产生活条件，让广大员
工度过一个清凉、健康的夏季。

分公司工会主席王万民同
志带领部门负责人到辖区内的
各支撑服务中心，为一线生产员
工送去了午餐、西瓜、绿豆、冰

糖、菊花茶、矿泉水等防暑降温
物品，送去公司的关怀和慰问。
王万民一行每到一处都会详细
询问和了解生产经营管理以及
员工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对支
撑中心的安全及办公环境进行
全面检查，落实安全生产、高温
劳保等措施，鼓励大家战胜高温
酷暑，搞好自身安全防护。

中移铁通商洛分公司

开展“送清凉”活动

陕建华山建设公司工会主席
带队于近日深入高陵、浐灞和渭南
等10多个在建工地，将绿豆、白

糖、茶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
物品送到工人手中，为他们送去夏
日里的丝丝清凉。 马高军 摄

7月18日，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邀请中国健康管
理联盟常务副秘书长、西北健康管理教育联盟执行主席
杨彦玉为街办女干部、社区、村级妇联主席进行健康讲
座。 张永峰 摄

7月13日，西安东车
辆段干部职工开展高温
中暑应急救援演练。

连日来，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东车辆段按照“抓源
头、抓培训、抓现场”的
工作思路，分片区、分车
间组织开展高温中暑应
急救援演练，宣讲高温
中暑应急救援基本知
识，切实提升干部职工
人员应对高温中暑突发
事件的应急救援能力，
为暑运安全提供保障。

杜朝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