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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 三
秦华章——陕西改
革开放 40 周年成就
展”自去年 12 月 12
日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开展以来，前来参
观 的 群 众 络 绎 不
绝。据悉，本次展览
将持续到1月10日，
企业团体观展可提
前 预 约 ，电 话 为
029-62739028。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煤改气后天然气用气量剧增现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变化。48岁的西安机务段火车司机
孙西宁，由裹着“油包”工作服的“煤黑
子”变成了西装革履的“白领”，从蒸汽机
车司机一路成长为高铁动车组司机。今天，
让我们通过这五本火车驾照的故事，共同感
受时代的脉搏。

第一、第二本驾照——青春燃烧的岁月
1989年，从小就梦想成为火车司机的孙

西宁，从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
安机务段北货队。这个队的牵引机车是蒸汽
机车，与他学的专业对口。孙西宁清晰记得，
接触的第一台蒸汽机车是解放型。

登上蒸汽机车，孙西宁要从焚火学起。
给火车锅炉投煤，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个既要
有力气又要有“窍门”的技术活。

西安至瑶曲线有连续长大坡道，100多公

里的路程，一趟下来要烧掉8吨煤。这对于年
仅19岁、身体瘦弱的孙西宁来说，确实是个不
小的挑战。“刚开始练投煤，根本抬不动锨，投
出去一锨 20公斤的煤，要使出吃奶的劲。当
时我都想放弃了。”孙西宁回忆说。

“如果不当司炉，就不能考司机，学也就
白上了。”简单朴素的想法，让孙西宁鼓起了
勇气和干劲，并摸出了窍门——从铲煤、踩踏
板、打开炉门到投煤，不仅动作要一气呵成，
而且投进去的每一锨煤，必须形成中间薄四

周厚的“簸箕”形，才能保证火力旺盛。
经过苦练，焚火关过了，可另外两关，不

是靠努力就能改变的：一个是夏天的热，一个
是过山洞的“呛”。

“蒸汽机车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锅炉
产生的热量，加上不能歇气的投煤劳动，流汗
如流水一般。那种火热的滋味，我这一辈子
都忘不了。”孙西宁感慨地说。

每次过山洞，随着“咚咚咚”三声气阀响，
司机室总是被水蒸气和煤烟笼罩，司机、副司

机、司炉会被呛得喘不
过气来。一百多公里线
路，有36个山洞，一趟下
来要呛 36回，整个人不
但变成了“非洲朋友”，衣
服也被煤灰汗水弄成了

“油包”。当时，这条线路
被戏称为“劳改线”。在
同一批司炉中，有的转了
岗，有的离开了铁路，一
直坚持下来的，只有为数
不多的几人。

1993年，到了考蒸
汽机车司机的规定年
限。“为了防止背规章瞌
睡，大冬天穿着秋衣秋
裤在室外背，这种苦每
名考司机的人都吃过。”

几本厚厚的规章制度被他背得滚瓜烂熟，连标
点符号在哪个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就这
样，孙西宁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本火车驾照。

原以为当上了司机，可以不用焚火，工作
能轻松些。可真开上了火车，才知道火车司
机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风光。蒸汽机车大部
分是机械构造，操作起来特别费力，闸把有杯
子口粗，要站起来用双手握住才能扳动。司
机室前的锅炉，像是机车的“长鼻子”，让瞭望
显得十分困难。司机瞭望必须打开左窗探出
头去，另一侧瞭望的副司机也得这样。常年
累月下来，司机普遍左肩低，副司机右肩低。
人们开玩笑说：“从肩膀的高低，就能看出哪
个是司机，哪个是副司机。”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孙西宁当上
司机没多久，线路便换成了内燃机车牵引。
登上内燃机车，再不用烧火了，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这让他既兴奋又担心。兴
奋的是，以后再也不用被煤烟呛了；担心的
是，老车开惯了，新车不会开，怎么办呀？

学！为了让这批司机尽快熟悉新车型的
操作，段上专门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开新车
怎么能不懂新车的原理，万一路上出现故障
咋办？那还算称职吗？”于是，主电路、辅助电
路、控制电路等理论知识成了孙西宁攻克的

对象。他从零开始，遇到不懂的原件或复杂
的电路就请教“高人”，段职教科成了他常去
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西宁通过考试，拿
到了既可以驾驶内燃机车，又可以驾驶电力
机车的“A照”，这是他的第二本驾照。

内燃机车值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噪
音大、柴油味重。“那时候值乘，说话声音稍微
小一点根本听不见，司机和副司机之间的交
流要靠吼，内燃机车司机普遍都是大嗓门。”
孙西宁说。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驾驶过DF7型、DF4
型、DF11型内燃机车。在这条线路上，孙西宁
整整干了 6年，这是他成长成才的 6年，也是
青春最美好的6年。 （下转二版）

■习近平出席《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12部门：首批鼓励仿制药目录6月底前发布
■7部门：我国全面供应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
■铁总：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3.1万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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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月 1日零时，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
作正式启动。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
经济普查每 5年进行一次。我国
已在 2004 年、2008 年、2013 年
分别开展了三次全国经济普
查。按照部署，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年 12月
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2018年
年度资料。

根据普查安排，2017年，是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筹备阶段，
主要是研究普查的总体方案和开
展专项试点；2018年是普查的准
备阶段，主要是组建各级普查机
构，开展宣传动员，制订和部署普
查方案，完成人员选调与培训等；
2019年是普查登记、数据审核处
理和普查结果发布阶段；2020年
为普查资料出版和利用普查结果
开展课题研究阶段。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强调，现场登记是决定普查质
量最关键的环节，各级普查机构、
全体普查人员要着力组织好现场
登记工作。经普办要加强现场调
度和值班值守，及时研究各地普
查工作中反映的问题；抓好督促
落实，确保普查现场登记数据质
量真实准确。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现场登记工作正式启动

四十年来家国·改革开放巡礼

从“煤黑子”到“白领”：五本火车驾照的故事

西安机务段火车司机孙西宁拥有五本火车驾照，先后驾驶过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动车组列车，亲身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铁路的历史性变化

孙西宁与孙西宁与““前进前进””型蒸汽机车合影型蒸汽机车合影

孙西宁与高铁动车组列车合影孙西宁与高铁动车组列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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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到冬季用气高峰，上游
就供气不足，供暖就会受影响。

随着“煤改气”推进，热力公司广泛
使用天然气锅炉，小区自备天然气锅炉
以及老旧小区壁挂锅炉使用越来越多，
对天然气的需求不断攀升，但供应量没
有随之提升，最多的情况是“持平”甚至
还会“缩减”，因为全国都缺气。

2018年供暖季，根据西安市市政
公用局统计，目前西安市集中供热企
业纯天然气锅炉 216台 3934蒸吨/小
时，2018年采暖季总需气量5.9亿立方
米，每天平均需气量 499万立方米，需
求量高于2017年。而按照天然气上游
生产企业的统一调配，2018年冬西安
市气源量与2017年基本持平。针对这
一问题，西安市市政公用局配合市发
改委向省发改委、燃气公司汇报对接，

多渠道协调气源，同时做好压非保民
工作，并由各天然气公司购买高价气
进行应急调峰。

据了解，2018年西安集中供热企
业有 24家，各集中供热企业共有燃煤
锅炉 59台，天然气锅炉 216台。出于
环保需要，2018年以来，西安市对其中
57台集中供热燃煤锅炉实施了煤改洁
工作，2018年实施煤改气后的厂区没
有保留燃煤锅炉的有12个热源厂。

“城市供暖面积不断扩大，集中供
热企业是大型天然气锅炉，还有大量
的小区自备天然气锅炉，随着老旧小
区改造的大力推进，家庭壁挂锅炉用
户也在急剧攀升，这些都给天然气供
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西安秦华天然
气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作为天然气经
营企业来说，心有余而“气”不足。

天然气供应量多少，决定权在上
游气田，由于全国用气都紧张，西安每
年要气都十分艰难。即使 2018 年 9
月，西安新气源项目开通，实现了双气
源供气新格局，事实上，有新气源通道
也依然没气来，作为燃气经营企业也
不可能长期价格倒挂，购买高价气来
支持供暖，因此冬季缺气现象并未得
到改善。

2017年供暖季的数字是，西安秦
华天然气公司所辖的城六区内，包括
各热力公司的大锅炉以及小区的小锅
炉在内，共有近2600台天然气锅炉。

据了解，仅以西安城六区来说，
供暖季天然气用量占全年的 60%甚至
更高，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数据显示，
全年日均用气量在240万立方米左右，
缺口非常之大。

供暖对天然气依赖越来越大 冬季供气不足严重影响供暖

能否推动热源多元化？
冬天缺气成为西安市民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当前形势，业内人士分析说，供暖对天然气的依赖比重越来越

大，建议及时调整方向，推广多种能源组合，推动热源多元化调整和发展。

“现在西安的供暖热源对天然气
的需求比重越来越大，而冬季高峰缺
气是全国普遍情况，应该及时调整热
源比例，推动多种能源组合，切实保
障居民供暖质量。”秦华热力集团公
司负责人建议。

据了解，目前在西安供暖的热源
比例中，热电联产的电厂余热、燃
煤、天然气基本三分天下。据专家介
绍，电厂余热是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
热，供热最经济、稳定，比如阳光热
力公司、西安市热力总公司、东郊能
源公司都有用电厂余热；天然气供热
的优点是环保、稳定，缺点是价格
贵，而且气源紧张；燃煤供热稳定，
成本低，但污染较大。此外，有些热

力企业还在尝试地热、污水源、空气
源等供热，但都在选址、占地面积等
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不应该忽视电力能源，呼
吁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推广鼓励电锅
炉在采暖中的大规模使用。”秦华热
力集团公司负责人建议说，相比夏
季，冬季采暖季电的用量有限，在热
源中推广电锅炉的普及，是目前形势
下最经济最快速的转型方式。他分析
说，只需要对供暖有专项电价优惠政
策，将低谷电价稍微降低一点，就能
在供暖行业推动电锅炉的使用，而这
对于电力企业也是好事儿。曾进行过
电锅炉供暖的测算，电锅炉有蓄电装
置，可以将夜间的低谷电储存起来用

于锅炉运行，如果低谷电价低于每度
电 0.3元，就可以和天然气供暖成本
持平。据了解，目前陕西电网一般工
商业用电 1 千伏以下低谷价格为
0.3753元，而农业生产用电低谷价格
为 0.2694元，居民用电一档低谷价位
0.2983元。如果将小区及热力企业电
锅炉用电降到居民用电低谷价格，就
能够支持电锅炉的普及。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能够大力推
广电锅炉，适度保存燃煤锅炉，形成
电厂余热、燃煤、天然气、电以及污
水源、空气源、地热等多种热源有
机组合，互相补给，对于保持供热
的稳定性、提高居民供热质量将大有
益处。 （李琳）

“以前烧煤的时候，我们区域内供
得还不错，但从2017年冬季开始，多数
煤锅炉都被拆了，主要靠天然气锅炉供
暖，结果冬季天然气压力经常不足，供
暖受到了严重影响，投诉非常多，这个
矛盾作为热力公司根本就解决不了。”
西安市内一家热力公司负责人坦言，仅
去年冬季，因为暖气不达标，该公司就
给物业退暖气费达几百万元。

他说，因为治污减霾，政策变化比
较快，先是根据环保要求对锅炉进行
环保改造，改造之后又有新政策必须
要拆，有的热源点现在已经全部是天
然气锅炉，因此一旦天然气不足，全供
热区域都受影响。

据了解，2018年西联供热公司仍
全部由 4台燃煤锅炉供热。西安朱雀
热力公司全部由燃煤锅炉改由天然气

锅炉，西安市热力总公司、阳光热力公
司、高新热力公司天然气锅炉、燃煤锅
炉都有，随着改造的推进，天然气锅炉
的比重越来越高。

对于剩下的燃煤锅炉，不知道以
后还要不要拆？西安市市政公用局相
关人士说，如果现有燃煤锅炉全部拆
掉，全部改由天然气锅炉供暖，缺气的
情况可能会愈演愈烈。

有热力公司退费几百万元发愁

出台优惠电价推广电力供暖建言

本报讯（晓霞）记者日前从国
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获悉：我
省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陕西自
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积极落实资
本项下外汇管理改革举措，切实提
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截至
2018年10月底，我省共办理外债签
约登记 84 笔，登记金额 31.8 亿美
元，实际流入26.4亿美元，有力支持
了陕西实体经济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进
一步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投资提
供便利。2018年以来，该局取消了
投资项下账户核准等业务，对外债
和市场项下账户进行整合、简化，将
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
登记业务下放至银行进行办理；取
消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
外汇年检，改为存量权益登记；加入
六部委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信息

联合年报，实现“多报合一”。该局
推进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新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境外融资。
利用境外发债等融资工具，西安国
际陆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功
发行 2亿美元境外债券，成为陕西
自贸试验区企业成功发行的首只外
币债券；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成功发行 3亿美元境外债券，
成为我省发行的首只专项用于“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外币
债券。

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
分局鼓励有实力、有意向的企业加
入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试点。截至2018年10月末，陕西有
5家跨国公司被纳入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试点，为陕西带来跨境资
金流动规模达 9.18 亿美元。2018
年6月，该局成功获批“资本项目收

入结汇支付便利化试点”，陕西成为
全国第6个也是西北地区唯一参与
该试点的地区。截至 2018年 10月
末，陕西自贸试验区已有 6家银行
办理便利化试点业务24笔，累计支
付金额8910万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积
极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指导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筹集资金 4.5亿美元收购境

外航空企业；支持单晶硅龙头企业
隆基股份首个海外单晶硅全产业链
生产基地古晋隆基项目（马来西亚）
境外融资 3.76亿美元，确保该项目
二期工程按期建成投产。据悉，国
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将以服务
陕西实体经济发展为重心，进一步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全力支持辖
区内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境外投融
资，助力陕西经济追赶超越。

陕西积极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 侯晓晨）“中华人民共和国
条约数据库”于1月1日上线，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数据库拟
先试运行半年至7月1日，随后转入正式运行。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建设条约数据
库是外交部提升条约管理水平、践行“外交为民”、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举措。公众可以从数据库下载条约文本，查询
条约信息，并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咨询相关问题。

数 据 库 网 址 是 http://treaty.mfa.gov.cn；咨 询 电 话 ：
86-10-65228572；咨询邮箱：treaty@mfa.gov.cn。“欢迎大家使
用并向我们提出宝贵意见。”陆慷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