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张 瑜 校对：赵院刚版 综合新闻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2

情系留守儿童

“真开心，我有了新妈妈”12名留守儿童们拉
着“爱心妈妈”乐开了花。1 月 14 日，大荔县东
大社区在县流动办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的工作
人员认领了 12 名留守儿童担当起“爱心妈
妈”，并在社区建成爱心驿站，将以此为平台，
为辖区内的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精准关爱”
和开展各类爱心活动，以他们渴望的形式去抚
慰和关爱。

据介 绍 ，东 大 社 区 辖 区 的 12 名 留 守 儿
童，大部分都是父母在外地打工和在单亲家
庭中成长的，通过认领留守儿童当起“爱心
妈妈”活动和建立“爱心驿站”，社区工作人
员与孩子们结对子，开展与孩子交流、读书、
进行心理辅导、打亲情电话、面对面谈心倾
听孩子们的心声和愿望，用爱心与暖意弥补
缺失的亲情。 李世居 贾小燕 摄

1月12日，在爱心企业上
海钱橙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的爱心赞助下，来
自商洛市商州区麻街镇肖塬
村坡口小学的 27 名留守儿
童第一次来到西安市，不仅
参观曲江海洋馆、大雁塔广
场、陕西历史博物馆，而且还
吃上了肯德基套餐。

尚鸿珠 摄

从一杯热水 一句问候 一个微笑做起

陕西交通集团开展志愿服务春运陕西交通集团开展志愿服务春运陕西交通集团开展志愿服务春运“““暖冬行动暖冬行动暖冬行动”””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将拉开序幕。为

了给广大司乘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畅通、
便捷、高效、温馨的行车环境，陕西交通集
团2019年将在所属陕北、关中、陕南25个
运营公司开展志愿服务春运“暖冬行动”，
充分发挥陕西交通集团志愿者服务奉献
精神，传递温暖、传递爱心，为社会提供全
方位、全过程的温馨服务。

建立“暖冬行动”联络群
陕西交通集团建立“暖冬行动”联络

群，参与“暖冬行动”的25家运营分公司团
组织负责人全员入群，各分公司同时建立
本单位联络群，所有参与本单位“暖冬行动”
的志愿者全员入群。陕西交通集团提前安
排部署，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合理安排春运
期间值班及备勤人员，加大路警联勤联动
力度，储备充足的除雪防滑物资和机械设
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对“暖冬行动”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
商界分公司组织团委委员、所属各团

支部委员及各团支部志愿者代表参加“暖
冬行动”安排部署会议；西咸北环分公司
邀请共青团中央西北地区“志愿汇”负责
人主讲授课，50 余名志愿者代表参加培
训，拉开了西咸北环分公司服务春运工作
的序幕；榆绥分公司组织所辖各所、站、服
务区“暖冬行动”联系人及机关全体志愿
者进行了岗前培训，志愿者集体学习了
《共青团陕西省委关于全面深化实施2019
年陕西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
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内训师围绕《中国
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培训指
导手册》对志愿者进行了岗前培训；安川
分公司陕川界收费站举办“暖冬行动”志

愿服务岗前培训暨启动仪式，40余名志愿
者参加活动；西镇分公司长安管理所团支
部立足实际工作岗位，从管理制度、服务
礼仪、缓堵保畅、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解析，大力提升春运期间青
年志愿者志愿服务水平，全力备战“暖冬
行动”。同时，交通集团所属各单位团组
织积极行动，对志愿者进行了岗前培训，
提前组织志愿者进行“志愿汇APP”注册，
充分保障志愿者的权益，有效调动志愿者
的积极性。

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志愿服务
陕西交通集团开展了便民指引、指路

咨询及温馨提示等志愿服务；开展了停车
指引、安全隐患辅助排查、文明劝导、车辆

疏导等环境维护、倡导文明出行活动；开
展了为困难旅客及残疾人士提供帮扶（救
助）、绿色通道接力等贴心服务；开展了零
钞兑换、便携充电、失物招领、热水供应、
亲情电话、紧急药箱等服务；开展了遇到
极端恶劣天气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旅客
滞留时的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引导安抚、
餐饮服务、后勤保障等应急服务，通过这
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最大限度地为过
往司乘提供最优质高效的暖心服务。

有的分公司志愿者亲笔书写“平安
福”，将这份平安送给每一位回家的司乘，
用行动为春运保驾护航；有的分公司志愿
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场所公告栏张
贴“倡议书”等形式，动员高校学生及务工

回乡青年等群体在回家途中以多种形式
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志愿服务，共同形成平安出行、温暖
同行的良好社会氛围；有的分公司志愿者
在服务区开展向过往司乘送热姜汤、赠送
春联、祝福小挂件等多种服务，延伸服务
内涵，积极开展为广大司乘人员送温暖、
献爱心。

从心出发，从一杯热水、一句问候、一
个微笑做起，陕西交通集团全体志愿者，
用真诚的服务温暖司乘人员，积极为司乘
人员排忧解难。用行动和真情去温暖旅
客，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展示陕西交通
人亲、诚、和、美的良好服务形象。

通讯员 刘莎莎

本报讯（通讯员 潘世策）“俺在厦门
打工，这不快过年了，也为了躲开春运的
拥堵，就提前回家了，昨天申请的电表才
勘察过现场，土桥供电所今天一早就来
安装了，这样的服务真是又快又好。”1月
13 日，打工回家的土桥村返乡农民工张
得娃直夸供电服务好，这是国网西安供
电临潼公司加快复电速度，服务返乡务
工人员用电的一个缩影。

近期，返乡农民工陆续增多，针对返
乡农民工长期在外，室内线路老化、电表
停用、漏电保护器分合失灵、家用电器使
用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该公司安排各

供电所对返乡外出人员进行摸底造册，
建立外出人员返乡复电流水账，实行销
号制管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做到
随时报装、随时装表接电，做出“人到家
服务到位”承诺，义务为返乡户检查线路
和用电电器情况，重点对进户线、漏电保
护器、开关、刀闸进行检查和测试，对存
在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对损坏元件帮
助维修和更换，保证返乡农民“回家就有
电”。要求各台区负责人走村入户张贴

“春节用电温馨提示”告知书，张贴客户
经理联系卡，与客户零距离服务，讲解春
节期间用电形势，普及安全、节约、科学

用电常识。大力宣传“掌上电力、支付宝、
电 e宝”等网上多渠道简单快捷的缴费方
式，为电费回收打下坚实基础。开通“绿
色复电通道”，引导他们了解相关电力法
律、法规，防止私拉乱接现象的发生，杜绝
窃电行为，以维护良好的供用电秩序。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为 336户外出务
工人员办理了复电手续，消除安全用电
隐患 88处，发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安
全用电宣传资料 4000 余份，提醒返乡人
员在生活用电过程中节约用电、科学用
电、安全用电。此举赢得了外出务工人
员的一致好评。

全力服务返乡农民工家庭用电国网西安供电
临 潼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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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创造新纪录
法士特汽车传动有限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高晓涛）2018年，陕西法士特汽
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年产销变速器 90 万台，
同比增长 9.6%；出口创汇同比增长 45%，不仅实现全
年生产经营完美收官，产销指标增速跑赢重卡行业，
同时全面超额完成年初计划目标任务，再次创造了
企业历史最好发展纪录，以各项经营指标连续十六
年名列中国齿轮行业第一、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
量连续十三年稳居世界第一的优异成绩。

作为企业“创新驱动年”活动的开局之年，法士
特深度聚焦产业变革和行业趋势，以“品质革命”和

“效能革命”为中心，实现了企业在科技创新、产品研
发、市场开拓、对标国际、品牌建设、技术改造、成本
管理等方面的长足进步，达成了全年生产经营再创
历史新纪录、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优势的计划目标。

成立军民融合领导小组
航空工业华燕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姜曼曼 张晓霞）近日，为贯彻落
实集团公司军民融合发展行动纲要文件要求，陕西
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成立了军民融合领导小
组。小组主要主要职责为统筹策划公司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研究决策和部署公司军民融
合重大事项;督导公司军民融合重大项目实施;评
估军民融合发展成效及其奖惩事宜。

时近春节，大家都在准备回家过年。有人
已经早早地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有人还在挑选
给家人的礼物，也有人将面临亲朋好友的“灵
魂拷问”……面对春节，有人欢喜有人忧。

世纪难题 春节回家送什么礼？

春节买什么东西送给父母？还是“老三
样”烟、酒、茶吗？有人认为挑选礼物轻而易
举，有人则比较苦恼。

家在重庆、工作在成都的 80 后李梅说：
“送礼对于我而言就是‘世纪难题’。不好
挑，便宜的质量不放心，买贵的老人又心疼
钱。”当被问及春节准备送什么礼物给长辈
时，在深圳工作 5年的张霞也比较茫然：“没
想好，估计就送红包。”她谈到，“以前每年都

‘变着花儿’地给父母买礼物，年年没重复，
今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

相较于李梅和张霞的茫然，在广州工作
的 90 后男生张岩则早早做好了计划。“上
个月我就把给爸妈的礼物准备好了，准备
回去之前再到网上订一箱橙子，到时候邮
回去。”谈到自己给父母准备的礼物，他害
羞地笑了笑，“我给老妈买了一个手镯，她
平时舍不得花钱。过年的时候回去送给

她，让她开心开心。”关于送礼，家住北京通
州的小徐也颇有一番心得。“给女性长辈准
备了首饰、包包、化妆品，给男性长辈准备
了酒、茶和保健品。”她说，“送礼还不简
单，能体现心意就行。”

也有不计划带礼物回家的。在北京打
工的 90 后赵丽就表示囊中羞涩，没打算买
礼物回家。“今年没挣钱，我妈也让我别
买。”不过她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弥补，“我准
备回家好好陪陪他们，逛逛街，在小城周
边转转。”赵丽认为，相较于收礼物而言，
父母更希望的是子女能陪在身边。在成
都某公司担任高管的 70 后孙雷也表示不
买礼物回家：“直接送钱吧，简单一点。”他
看了一眼手机，补充道，“以前偶尔买衣服，
后来家里老人不让买。挑别的礼物太麻

烦，还是给钱实在。”

尴尬“拷问”什么时候结婚？

回家过年，除了花心思给长辈准备礼物，
归乡客们还得面对亲朋好友的“拷问”：什么时
候交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今年存了多少
钱？工作有没有前途？买车、买房了没……

当谈到回家将面临哪些尴尬的问题
时，李梅表示：“别的都还好，就怕家人问我
什么时候结婚。”年近 30 的她面露难色，“我
这年纪在老家也算‘大龄剩女’了，然而一直
没有心仪的对象，父母也跟着担心。别人问
我什么时候结婚，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
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关于催婚，与李梅同年
龄的张霞感同身受：“在外地工作 5年，每年
春节回家都被我妈催找对象。”她叹了叹气，

“为了尽快解决个人问题，我只好决定回家
乡就业。”

对于已经有对象的张岩而言，更担心
买房的问题：“对方父母催买房，毕竟要准
备结婚了。”好在他有自己的计划，“过完年
准备在老家看看，那边价格方面还能接
受。”张岩坦言，“这年头，没房不谈结婚，
想想就闹心。”

在上海定居的 80后董姗姗，虽然她早已
结婚买房，但同样有忧心的事。董姗姗谈
到：“主要是生小孩的问题，难以跟父母达
成共识。我想晚几年，但他们认为年纪大
了生小孩对身体不好。”她坚持自己的原
则，“如果他们今年还提这个问题，我仍然
会坚持自己的想法。生孩子要考虑到很多
因素，得等到时机成熟。”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俗话说“天南地北到处走，家乡总在梦里
头”。在广州工作的张岩，早早地订好了回家
的车票，准备带着对象和礼物回家过年。成
都的孙雷也打算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就开车
带着妻儿回到父母身边。

还有没抢到票的赵丽 ，她 准 备 试 试
“接续换乘”，继续抢 2 月 1 日回宁夏银
川的火车票。据悉，铁路 12306 网站和手
机客户端推出的“接续换乘”服务，当遇到
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直达列车无票时，
用接续换乘的方法买回家的车票更容易
成功。赵丽说：“我同时也准备着‘捡漏’，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捡上。”她推了推鼻
梁上的眼镜架，“实在不行就买机票吧，总
有办法回家的。”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在外奋斗了一年，不管你有
过怎样的悲喜沉浮，是否衣
锦还乡，春节归家之际，迎
接你的，总是父母的微笑，
以及家的温暖。 (文中受访
人物均为化名) （熊家丽）

临近春节，你准备好了吗
有对象了吗？回家带点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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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延川国画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亮宝楼隆重开幕
本报讯（康轩）为了歌颂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
贫”工作取得的成绩，1 月 13 日
下午，由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
美术家协会作为艺术指导单
位，由延川县文体广电局、陕西
大长安国画院联合主办的“天
下乾坤 精神家园——大美延川
国画写生创作展在西安亮宝楼
隆重开幕。

2018 年 10 月，应延川县文

体广电局邀请，由大长安国画院
院长康平带队、董明江、宋宏伟、
程言永、史伟、刘其昌、孙宗林、高
鹏程、冯玉芳、马延斌、代立勋、杨
泓君、刘刚、雷虎、赵颖等 16 名画
家深入延川，历时 10 天，实地写
生创作了 400 多幅作品，从中精
选出 235 幅作品予以展出，并将
其中 81 幅作品捐赠给延川县。
当日由大长安国画院院长康平
代表画院向延川县捐赠美术作
品。该画展将延续到 17 日。

西安市两万余名青少年用诗词讲述诗意长安
本报讯（关颖）1 月 13 日下

午，由共青团西安市委、市教育
局、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的“诗意中
国年”丝绸之路好少年风采大赛
—2018 年“最美长安”诗词诵读
大赛颁奖活动举行。此次活动
中，西安市两万余名青少年用诗
词古韵讲述了诗意长安。

本次活动于 2018 年 11 月启
动，以诗词梦、长安梦、中国梦为
主题，来自西安市 277 所中小学
21301人报名参赛，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力。活动中，同学们用诗词
古韵，给大家展开一副春夏秋冬
四季不同的诗意长安，表达出对
家乡浓浓的爱。

我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等4项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 刘强）14 日上

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陕西
省生态环保厅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等4项地方标准进行了发
布和介绍。

新修订的《陕西省黄河流域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通过进一步
提高污水处理厂排水的自净能
力，较好地解决了处理达标水进
入河道就“超标”的问题。

专门制定的《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出水
流经沟渠、自然湿地间接排入水
体的情况，全部明确了排放要求。

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制订的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涵盖
燃煤、燃气、燃油、生物质等多种
燃料种类。经测算，全省燃煤火
电锅炉执行新标准后，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将分别下降
27%、40%、21%。

此次还发布了《关中地区重
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标准执行后，预计炼焦化学工业
氮氧化物排放量将下降 70%；钢
铁行业烧结工艺、黄金工业、玻璃
行业、陶瓷行业、砖瓦工业的颗粒
物、SO2、NOx 排放量将会有较大
幅度下降。

新闻新闻新闻

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安康车辆段针
对低温寒潮天气车辆制动系统易发故障的情况，专项
开展整治活动，严防松、脱、断、漏、堵等问题发生，确
保车辆安全上线运行。图为近日该段检修车间内制
动班组职工在组装制动阀。 周道刚 摄

本报讯（成全勃）为保障法律援助事业健
康发展、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监管、保证法律
援助经费规范有效使用，1 月 13 日，省司法
厅、省财政厅联合修订了《陕西省法律援助
经费管理办法》，对相关制度作出了修改。

大幅度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民
事、刑事、行政援助案件补贴为每件1000元至
3000 元，跨区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为每件
2000元至 4500元，无期徒刑、死刑和死刑复
核案件按照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的
1.5倍执行。

大幅度提高其他法律援助服务事项补贴
标准。被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从事值班工作的
律师，每人每天补贴100元至500元；法律援助
人员代写法律文书每件补贴200元至500元。

明确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范围。明确规
定办案费、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培训调研等工
作费用、“12348”法律服务热线运行费用、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查和卷宗档案管理费
用、表彰奖励法律援助工作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费用为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范围，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法律援助经费
的使用范围和性质。

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将法律援助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法律援助机构向主
管机关和同级财政部门编报年度法律援助
经费预算和绩效目标，报告本年度法律援助
经费使用和绩效完成情况。

实行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法律
援助机构可根据结案归档卷宗材料、受援人的满
意度及办案效果综合评价，对优秀案件提高办案
补贴 200 元至 500 元，原则上优秀案件比例不超过
10%；对质量明显较差的案件扣减办案补贴 200 元
至 500 元。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修订后的经费管理办
法严格规范了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为推进全省法律
援助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困难群
众获得免费的优质法律援助服务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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