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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50余名干部职工
在“双节”前到西安城投集团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开展活
动，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反腐倡廉教育的洗礼。图
为该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邵红军敲响反腐倡廉

“警钟”。 宿艳鹏 摄

9月24日，来自法国的大型机械艺
术装置“龙马精神”亮相西安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园。据了解，该装置高15米、

宽5米，由法国艺术家设计，100多名中
法艺术家、工程师共同创作制造。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选团
陈文峰）宝鸡机车检修厂结合
检修生产实际，以“6S”管理为
抓手，严格过程控制和结果考
评，加大奖惩力度，持续提升检
修生产管理水平。

在学习借鉴路内外优秀企
业和兄弟站段先进管理经验的
基础上，该厂详细制定“6S”管
理推进计划，明确各阶段工作
要点和责任分工，完善“6S”管

理日常检查奖惩标准，每季度
结合日常检查和通报的问题，
对车间和科室进行打分排序，
奖优罚劣，形成激励效应。以

“6S”示范班组为引领，运用
“红牌作战”“定点摄影”等方
法，指导各班组规范行迹管
理、标识管理和可视化管理等
工作，全力推进“6S”管理，
以此促进企业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水平的提升。

宝鸡机车检修厂促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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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娜 杨若林 郭
珂）今年国庆长假高速公路免费
通行时间为 10月 1日 0时至 10月
7日 24时！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
中心日前发布提示，高速路客流
量大、部分时段及路段易拥堵。

2018年国庆长假，预计我省
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将继续增长，7
天总流量将达到 1200万辆，同比
增长约 14%，是平日流量的 1.9
倍。出行高峰预计从9月30日13
时开始，持续至10月1日中午；返

程高峰预计为 10月 7日 16时至
22时。预计10月1日全省高速收
费站出入口流量达到185万辆，是
平日的2.06倍。国庆长假每日10
时至12时、14时至18时两个高峰
时段，预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

10月1日至7日高速路免费

本报讯（通讯员 刘飞 郭
克孝）为做好节日期间的通行
服务工作，营造安全、畅通的
行车环境，富平公路管理段未
雨绸缪、提前部署，多措并举
做好安全保畅工作。具体措
施如下：

路政人员加大巡查力度，
与交警联勤联动，及时处理路

政事案；养护人员做好路面保
洁，重点加强坡道、桥梁的监管
工作，及时发布路况及车辆通
行信息，引导车辆合理出行；严
格执行领导 24小时带班制度，
单位领导轮流值班，特别是雨
天公路养管工作，靠前指挥，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双节期
间群众的安全愉悦出行。

富平公路管理段做好节日安全保畅工作

安康供电段细化巡检方案确保设备达标
本报讯（通讯员 段增旗）

针对国庆期间车流密集、设备
高负荷运行的情况，安康供电
段职工细化巡检方案，灵活运
用多巡、勤巡、关键巡等方法，
对接触网补偿装置、锚段关节、

线岔、电力线索、分段和分相绝
缘器、变电充油、充气等关键设
备进行记名式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分类梳理，按照轻重缓急，
及时消除设备隐患，确保设备
质量安全达标。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兰增干）9月 20日，在公安部的统
一部署下，我省组织统一销毁枪爆物品活动，在铜川
等 5个市的销毁点集中销毁各类枪支 5000余支、子弹
200余万发、仿真枪 500余支、管制刀具 9000余件，将
我省今年开展的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推
向高潮。

此次我省的集中销毁活动以“治枪爆、除祸患、保民
安”为主题，在铜川设主现场，宝鸡、渭南、汉中、商洛设
分现场，旨在集中展示和销毁专项行动中收缴的非法枪
爆物品，充分展现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的战果和成效，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严重社会
危害性，增强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枪爆物品的法制观
念和安全意识，推动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向
纵深发展。

今年以来，我省建立了由省公安厅牵头、24个相关
部门参加的全省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省际
联席会议，部署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全省打击整治枪爆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9个多月来，全省各级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强化非法枪爆物品收缴，加强涉枪涉爆隐患排
查，严厉打击防范各类涉爆涉枪违法犯罪。截至 8月
底，共查处各类涉爆涉枪案件 700余起，打击处理违法
犯罪人员800余人，打掉违法犯罪团伙8个，排查涉爆涉
枪单位 3082家次，发现非法矿点 13家，整改安全隐患
1982起，收缴各类枪支 938支，子弹 140000余发，炸药
25吨，雷管 7万余枚，索类爆炸物品 20000余米，仿真枪
500余支，管制刀具 5000余把，捣毁非法枪爆物品窝点
20处，及时消除了一批公共安全威胁、隐患。

我省集中销毁枪支五千余支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20日，作为深化苏陕扶
贫协作的具体行动之一，中国药科大学定点帮扶陕西省
镇坪县脱贫论坛暨镇坪县中药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南京
举行。

中国药科大学、陕西省镇坪县企业代表以及来自江
苏、天津、广州等地的知名医药企业的近 300名专家齐
聚一堂，以期通过中国药科大学为全国知名药企与镇坪
县当地企业“做媒”，借力“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助力镇
坪实现高质量脱贫，铺就致富康庄大道。

记者了解到，2012年，中国药科大学定点帮扶镇坪
以来，依托学校中药科研优势，挖掘镇坪中药资源，推行

“高校+产业+企业+贫困户”的帮扶模式，以中药产业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在中国药科大学的帮扶下，镇坪县已
建成中药材基地14个，发展药农4000多户，中药材留存
面积达 18.1万亩，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1000元以上。
目前，镇坪县已成为陕西省中药强县，主要经济指标稳
居安康市前两位。

论坛期间，镇坪县欣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陕西深
山来客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等12家镇坪当地企业代表提
出具体帮扶需求。中国药科大学专家结合镇坪县域情
况和企业发展需求，“量身定制”给予精心指导，既有中
药产业融合发展前景的分析研判，也有和知名药企对接
的参观洽谈，最终还确定了菜单引智专家顾问团成员和
结对帮扶企业，并授予10名专家顾问聘书。

中国药科大学定点帮扶
我省镇坪县脱贫论坛举行

9月21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运段与陇县文
化 广 电 局 在 宝 鸡 开 往 平 凉的
6072/3次公益“慢火车”上，联合举
办“乘民俗慢火车，把乡情带回家”
列车中秋联欢活动，为乘车回家与
亲人团聚的旅客带来一场民俗文
化盛宴，提前送上了节日祝福。

6072/3 次公益“慢火车”，自
1996年 7月宝中铁路建成通车并

正式运营以来，22年风雨无阻，一
直运行在这条铁道线上。每日清
晨，它从宝鸡车站驶出，一路北上，
沿途停靠千阳、陇县、安口窑等 18
个车站，历时5小时52分抵达甘肃
省平凉市，全程票价仅需 14.5元。
其运行沿线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
厚，民间艺术展现形式多样。其中
传统文化资源以陇县为盛，陇州社
火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染色剪

纸、花灯被陕西省文化厅列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当地的皮影、
泥塑更是久负盛名，这趟“慢火车”
久经浸染也颇具“民俗文化”气息。

上午 8点 22分，6072/3次列车
开出千阳车站，当乘车旅客在列车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 6号车厢
时,立即就被精心布置的民俗文化
车厢吸引了目光，天花板上精美的
皮影、板壁上悬挂的五彩马勺、车
窗上张贴的最具陇县民俗特色的
染色剪纸，和车厢内随处可见的一
件件色彩鲜艳的手工布艺挂饰，浓
浓地域文化氛围和乡情，让乘车回
家过中秋的旅客倍感亲切。

伴随着秦腔一声吼，列车中秋
联欢拉开了活动序幕，来自陇县的
社火艺术家们为乘车的旅客带来
了精彩的演出，民间艺人陈文公
现场为乘车的儿童进行皮影戏表
演。陇州社火脸谱传承人杨秉
权、民间染纸艺人尹方方、手工
艺人吕海会带领着现场的旅客一
起画脸谱、染窗花、手工制作布
艺，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的独特魅力。受邀参加活动的两

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生，被车厢里浓郁的中国传统文
化氛围深深吸引，不断发出赞
叹。来自乌克兰的西安交大留学
生菲雅感慨地说道：“这样绚烂多
彩的民俗文化，让我深刻感受到了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也使我深深爱上这片处处都散发
出艺术气息的土地。”

6072/3次列车，是西安客运段
继 6063次“秦岭小慢车”之后，打
造的另一趟公益性“慢火车”。列
车坚持西安局集团公司“慢火车、
优生活，您的出行有我”服务理念，
充分利用流动宣传载体优势，与途
经沿线贫困县域有关部门密切联
系，采取“列车搭文化台、地方唱经
济戏”的方式，设立了“文化陇州”、

“美丽关山”、“安口窑陶艺”等扶贫
主题车厢，将当地传统文化、特色
旅游资源搬上列车广泛展示宣传，
不断扩大和提升贫困县域知名度，
让社会和广大旅客对这些地方有
更多了解、关注，进一步助力沿线
老百姓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薛生贵 刘强

9 月 24 日，随
着 T41 次列车缓
缓开动，伴着舒缓
的音乐，西安客运
段 T41 次第四女
子包乘组列车长
通过广播向广大
旅客致以节日的
问候。随后列车
员为重点旅客送
去月饼。
通讯员 刘娟 摄

9 月 21 日下午
3:00，九歌朗读会中
秋诗会在西安小寨
万 邦 书 城 关 中 大
书房隆重举行，近
20 名 诵 友 以 朗 读
者 的 身 份 为 读 者
和 听 众 奉 献 了 一
台诗歌盛宴!
通讯员 陈云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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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电网
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
平均降低 10%”。10%的降价空间从何而
来？目前降价措施落实情况如何？政策红
利如何传导到终端商业用户？针对这些热
点问题，笔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多措并举降低电价

我国销售电价按用电性质分为 4大
类，分别是居民、农业、大工业、一般工商
业。一般工商业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商
业用电，另一部分是小型工业用电，这些企
业变压器容量在315千伏安以下。商业企
业和小型工业企业用电价格执行一般工商
业电价。从各类电价水平来看，全国平均销
售电价水平是每千瓦时0.65元，其中居民电
价每千瓦时0.55元，农业电价每千瓦时0.48
元，大工业电价每千瓦时0.64元，
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0.80元，
一般工商业电价是这四类里面最
高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巡视
员张满英表示，电价关乎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一般工商业电价主要涉及中
小企业，范围非常广，社会关注度高。据了
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先后出台5个文件，
分4批共10项措施贯彻落实——

2018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
通知》，主要措施包括全面落实已出台的电
网清费政策、推进区域电网和跨省跨区专
项工程输电价格改革。

5月 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
指出，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由 17%调整到
16%后，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电价水平
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标准降低、期末留抵

税额一次性退返等腾出的电价空间，全部
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7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
通知，要求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
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
理加价行为。

7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
决定将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国家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低 25%、
督促自备电厂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等电价
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8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
针对已部署降电价措施实施后，一般工商
业目录电价降幅尚未达到 10%的地区，再
部署若干措施，加大政策力度。

“综合已出台全部措施，按年计算，
合计可减轻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支出
1000 亿元以上，超额完成 10%降幅目

标。”张满英说。

政策红利持续注入

电价调整涉及环节很多，输配电环节
尤为重要。国家电网公司财务部主任冯来
法告诉笔者，国家电网公司严格执行国家
发改委今年出台的各项一般工商业减负政
策，确保工商企业用能成本降到明处、落到
实处。

据冯来法介绍，预计经营区域内年减
轻相关用户电费负担792亿元，降幅12.4%，
将超额完成国务院降价任务。其中，从9月1
日起，目录销售电价从平均每千瓦时电0.806
元降低到0.721元，降幅为10.5%，降价金额
671亿元；清理收费121亿元、降幅1.9%。

冯来法表示，对部分地区因政策出台、
部署落实等原因导致电价不能及时调整

的，相关企业电费予以追溯调整，在下月电
费中抵减，确保工商企业用户足额享受到
降价红利。

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事务部高级总
监许云飞表示，争取商业用电价格下调，是
企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追求的目标之一。
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 10%，回应了企业呼
声，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和价格
主管部门真抓实干的决心。

成果惠及终端用户

“从调查情况看，按照国家规定的政
策，有的地方每千瓦时电价在 0.6元到 0.7
元之间，但在有些地方，转供电主体给终端
一般工商业的电价是每千瓦时 1.2元或者
1.3元，甚至更高。”张满英表示，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收费和加价行为，确保降价成

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是落实政策的关键。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

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操作。目
前，一些地方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
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
象，国家多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措施未
能得到有效传递和落实。

据许云飞介绍，有关政策文件发布后，
企业积极与供电企业、商业综合体以及专
业服务商协调，围绕直供电、转供电和餐厅
储能等不同方式探索有针对性的方案。目
前，不同领域执行力度各不相同，尤其以火
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为代表的资源相对
垄断场所，其转供电价格谈判空间非常有
限。

张满英表示，将重点清理规范产业
园区、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向转供电用
户在国家规定销售电价之外收取各类加

价。转供电主体自身作为商业企业用户
在享受国家降低 10%电价红利的基础
上，要等额地把国家分 4 批出台的降价
政策传导至终端商业用户，使其能得到
电价优惠红利。

相关公共用电及损耗如何处理？按
照有关政策，相关费用可以通过租金、物
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按国
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
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万达
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谢杰告
诉笔者，公司将原代收代缴电费优化，设
置电费和用电服务费两个科目。电费与
政府规定电价相等，保证商户能够切实享
受电价下调的政策红利。此外，根据历史
缴费情况，与商户友好协商，收取“用电服
务费”，用来继续支持稳场运营，提供舒适
经营环境。

冯来法表示，商贸电力用户
要配合做好转供电环节加价规
范管理工作，坚持国家目录销售
电价的严肃性，划清电价、收费
界限，还原中小微商业企业真实
用电价格。鼓励和支持具备由电

网企业直供条件的商业综合体、商贸企业
移交，国家电网公司将主动上门服务，建立
绿色通道，加快配套工程建设，实现电网企
业“供电到户、计量到户、服务到户”，减轻商
业综合体、商贸企业供配电设施运行维护
成本，提高用电安全保障水平。

9月10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出倡议，
承担转供电的商业主体，应将政策红利传
递到所有相关商贸服务企业。按价格主管
部门的政策规定，在规定时间前，将今年以
来的降价政策措施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
同时，主动与电网企业联系，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选择适宜的购电方案，争取优惠措施
尽快落实到位；主动清查转供电环节不合
理加价行为和不规范做法。

张满英表示，将多措并举狠抓落实。
通过自查自纠、公开公示、监督检查等措施，
坚决将这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熊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