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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PM2.5污染下降 居民预期寿命延长半年
据科技日报 细颗粒物（PM2.5）

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已经被逐步
认识到。中国在 2014 年年初发
起了污染防治战，2016 年 PM2.5
大气污染水平比 2013 年下降
12%。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
究所近日在北京发布的“空气质
量寿命指数”（AQLI）显示，这一
污染减少程度相当于中国居民平
均预期寿命延长6个月。

由 50 个国家 303 个机构的
488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2010
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称，2010
年，细颗粒物形式的室外空气污
染居全球20个首要致死风险因子
第九位，在中国则为第四。2010
年在中国，室外空气污染导致 120

万人过早死亡以及超过2500万健
康生命年（1个人减少 1年寿命为
1健康生命年）的损失。

研究发现，长期曝露在PM2.5
超标的大气污染中，PM2.5浓度每
增加 10微克/立方米，人的预期寿
命将会缩减0.98年。

“中国近几年的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已见成效。卫星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大气PM2.5污染浓度
下降了 10%以上。更多新数据显
示，这几年的污染降幅可能更
大。”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
所长、米尔顿·弗里德曼讲席经济
学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说，“如
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中国人
将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

陕西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汪曼莉）1 月 11 日，

笔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日前
生态环境部通报了全国 2018年
淀粉等6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情
况，包括陕西在内的6个省份100%
完成核发任务。我省排污许可证
核发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7 年开始，我省分行业分
步骤启动了全新一轮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旨在实行“一证式
管理”，明晰各方责任，强化监
管，推动企业从被动治理转向主
动防范。截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我省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690
张涉及 21个行业。

据了解，我省在全国最早启
动了排污许可支撑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工作，围绕青山、蓝天、
碧水、净土四场保卫战，先后制
定印发了《关于开展关中地区重
点涉气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工作的通知》《陕西省排污
许可制全面支撑打好污染防治
攻 坚 战 实 施 方 案（2019—2020
年）》，较国家要求提前核发关
中地区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加
工、汽车制造等 15 个行业 301家
企业排污许可证，是全国第一个
制定相关政策并印发实施方案
的省份。

西部首家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本报讯（成全勃）为进一步加

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创新
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陕西省金
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1 月 11 日在西安正式挂牌成
立。据了解，这是我国西部成立
的首家“金调委”。

陕西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前身是陕西金融消费
纠纷调解中心。据介绍，2015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

分行的指导下，陕西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中心正式成立。3 年多
来，该调解中心加快开展与省内
司法机构的诉调对接工作，和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安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签订书面文件，与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多家基层
法院达成口头协议，诉调对接工
作进展良好。截至 2018 年年
底，该调解中心共受理金融纠纷
148 起，调解 105 起，调解成功 73
起，成功率达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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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团圆创业，跟着党奔小康”
——脱贫户丁海英的新年心愿

“这些年咱村就数去年的变化大，都
是党支部带头，村民拧成了一股绳！”新年
务虚会进行到一半，43岁的丁海英忍不住
鼓起掌来。“说得好，说到心里去了，就应
该鼓掌！”她怀中 5岁的女儿也有样学样，
兴奋地拍起巴掌。

隆冬腊月，屋外的冬雪浸染山林。大
巴山深处的陕西省宁强县汉源街道办二道
河村党员活动室里，几个火盆里炭火烧得
正旺，浓酽的茶水在缸子中翻滚，不大的屋
内暖意融融。村里一年一度的务虚会正在
热烈进行，说是“务虚”，可村民们道的都是
实事、实问题，还夹杂着不少“辣味儿”。

王定华是村里的老党员，为人直爽，讲
话也有威望。说起村里的变化，他有很多
话要说。“2018年，咱村通往茶园的4.5公里
产业路终于修通了，太阳能路灯安了 60
盏。从草场坝小组到七里坝小组的路，路
基也铺出来了。希望今年村两委再加把劲
儿，把这段路彻底修好，让群众不走烂路。”

主持会议的村支书苏顺志当即立下
“军令状”。“你这个建议好，我们保证 2019
年能把这段路硬化！到时候让大家来检
验。”他的一句话，引来群众热议纷纷。

丁海英扭过头，悄悄地对记者说，路不
好是乡亲们的一桩心事。过去每次开会，
大家一发言就是路、路、路，2018年村里把
路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发自心底地高兴。

期待了多年的路，寄托着二道河人对
小康的向往。曾经的二道河村，条件差、基

础薄，村子没产业、集体无积累，是当地出
了名的“后进村”。村里致富的路走不通，
乡亲们只得沿着山路往外闯。宁强、汉中、
西安，二道河人的脚步越走越远。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丁海英的丈夫刘
安贵开始远走江苏做电焊工作。儿子后来
考上西安的大学，家里只剩下丁海英和年
幼的女儿。一家四口分居三地，团圆成了
一年一次的奢望。

“去年咱村建了22公里的自来水管网，
今年应该就能吃上干净水。食用菌产业
园、中药材基地、茶园咱都有了，去年又有
13户贫困户摘了帽。”80岁的老党员郭金润
一席话，将丁海英的思绪拉回到现在。“要
我说，现在的扶贫是真扶。你看咱村的光
棍汉王永友，过去是破罐子破摔，后来驻村
工作队教他学水电安装，现在活儿多得接
不完。日子好了，他都想着要娶媳妇了！”

“这话没错！”一阵哄笑之后，越听越兴
奋的老汉郭金能忍不住插起话来，“村两委
换届之后，几位年轻人进了班子，确实出了
不少成绩。就拿我们二组来说，有个特困
户叫豆国庆，过去几十年住的都是小窝
棚。精准扶贫之后，去年他搬进了2层小洋
房，整天乐得合不拢嘴！”

大伙儿讨论得越来越热烈，不知不觉
中，太阳悄悄下了山头。驻村第一书记彭
波不得不笑着提醒大家“控制时间”。

这位汉中市扶贫办下派的第一书记，
是村民们眼中脑子灵光的能人。驻村以

来，他敏锐地发现二道河村的好山好
水，为村里制定了“短期抓劳务食用
菌、中期抓果药和养蜂、长期抓茶叶
旅游不放松”的发展思路。几年下
来，村民发展起 600 亩苗木花卉和
1200 箱中蜂养殖，建起了 5000 亩的
茶园，16户人家开办农家乐。

一件件喜事，被彭波在“述职报
告”中一一列出。“我家现在也有 2亩
茶园，去年行情好，每斤多卖了一二十元
呢！现在咱汉中的绿茶可是个品牌哩！”丁
海英捂着嘴悄悄告诉记者，“对了，我家2016
年就脱贫了！”

“2018年，咱村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两
连增’，达到 10600 元，村集体资产也到了
1200万元。要说发展势头是真不错，可我
还是有点慌!”半天没说话的苏顺志突然扔
出一枚“炸弹”。

望着大家疑惑的眼神，苏顺志道出了
心中的惶恐：“我一直在思考：乡村振兴我
们该怎么办？村民外出打工回流创业干
什么？咱们有这么大的山林资源，汉水源
森林公园就在咱村范围内。去年村里提
出 5 年规划，未来想着重发展乡村旅游。
可这旅游怎么搞？我年龄大了有本领恐
慌，还是没想好！”

“苏书记别急，咱一起出主意！”“对，大
伙儿一起商量着来！”几个年轻小伙子喊出
声来：邀请专业团队，高标准设计咱村里的
绿化和民宿；环保红线要“扎紧”，可不能为

了搞民宿破坏了好山好水；申请创业贷款
搞家庭旅馆，再不行还可以众筹嘛……

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金点子”从村
民口中蹦跶出来。

“要说老百姓的幸福愿望啊，其实也简
单，就是一家人团圆，能在家门口过上好
日子！”看到村里的新年发展安排，丁海
英已经拿定了主意。“过完年，我不准备
再让丈夫出去打工了。二道河村的未来
会越来越好，在村里发展农家乐、种林
果、搞香菇，是条好出路。幸福是什么？
跟着党一起奔小康啊！”

“二道河要美，保护生态源头水；二道
河要富，三变改革是出路；二道河要强，旅
游三产定方向……”一位村民说出的顺口
溜，引来一阵欢声笑语。

华灯初上，乡亲们还在热烈讨论，似乎
在擘画着二道河美好的明天。

丁海英的新年心愿也悄悄种下。她与
记者约定，明年此时，再来看她家团圆创业
的幸福日子。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陈晨

在宁强县汉源街道办二道河村党员活动室
里，丁海英（右）在新年务虚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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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韩二飞 景新华）1月 15日，绥德
工务段带着节目、带着慰问、带着约定走进郝家桥村
习仲勋纪念馆慰问演出，该段干部职工与上百名郝家
桥村民共同观看了表演并参与互动。

这是自该段机关党总支与郝家桥村党支部签订
“友好党支部”后，该段约定组织的一场以“不忘初心
跟党走，路地共建手拉手——走进郝家桥”为主题的
活动，体现“优势互补、活动经常、关系融洽”的互访计
划，促进友好共建。

当天，该段组织文艺小分队携十余个精彩节
目开展慰问演出，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阵阵喝彩，以
路外安全宣传为内容编排的地道陕北口味小品，
在阵阵笑声中强化了村民知路、爱路、护路的思想
自觉。郝家桥村委会也组织村民表演了扭秧歌、
红歌合唱等节目，展现了淳朴而又幸福的民俗文
化生活。

同时，为表达对该村贫困户的关爱，这个段还送
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帮助村民过个好年。

走进郝家桥村慰问演出
绥德工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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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家政

服务行业的需求迎
来了高峰。笔者在
北京的家政、餐饮、
外卖等行业采访了
解到，保洁员、送餐

员等服务性岗位的工资，因人手紧张，
在最近的一个月里，涨幅达到了 10%
到30%左右。

季节性流动 需求端扩大
服务业用工缺口激增

所谓的“双选会”，就是找保洁或
是保姆的用户，和家政服务人员坐到
一起，相互选择。

春节前找家政难，不仅让消费者
觉得头疼，也让家政公司觉得为难。
采访当天，在北京一家家政公司的双
选会现场，家政服务人员来了 400人，
但有需求的用户却来了 600多人。这
急坏了双选会的组织者。

“春节这边我们公司人手就非常
紧张。我现在的工资是 7600元，挺满
意的。”家政服务人员王女士说。

不仅是家政行业，临近春节，快
递、外卖等行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用工缺口。在北京的一个外卖送餐站
点，站长米彦宝几乎每天都要根据人
员流动情况，进行排班调配。

米彦宝介绍说，返乡的送餐员有
70%左右，留在北京的有 30%左右春
节值班，车票也紧张，可能年前他们就

提前回了。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除了季节

性的流动，服务业需求端的扩大，也让
今年用工缺口尤为明显。

以家政服务业为例，目前我国的
家政从业人员超过 2000万人，而需求
量超过了 7000 万户。按照每位家政
人员每天服务2户到3户家庭计算，目
前家政市场的供需缺口达 1000 万到
3000万人。

服务业增长红利下沉
劳动力“回流”已成趋势

除了用工缺口比往年更大，笔者
在采访中还发现，今年，服务行业劳动
力返乡回流的趋势明显加剧。

韩慧凯在北京做外卖送餐员已经
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今年春节，他打
算在北京值班，这样，不仅能错开春运
高峰，还能多拿假期补助。

“我出来就是想多赚一点钱，过年
感觉还是能多赚几千元。”韩慧凯说。

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一些跟韩
慧凯一同出来打工的伙伴决定，这次
返乡后，就不再回北京。因为韩慧凯
的老家山西文水县也流行起了外卖，
他们决定留在家里做外卖骑手了。

跟韩慧凯同乡想法一样的，还有
在北京做了十多年保洁员的孙秀艳。
十几年前，孙秀艳还是黑龙江鹤岗的
一名下岗女工，如今，她已经是月收入
过万的金牌阿姨。今年，孙秀艳的公

司，为了拓展非一线城市的业务，推行
了“合伙人”制度。孙秀艳打算回家乡
开拓市场，成立自己的家政服务团队。

虽然已经预料到，回家乡的收入
比北京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孙
秀艳更看重在家打工的“性价比”。

“家乡市场需求也很大，现在的人
特别会生活，团队员工挣四五千元他
也满足，因为他的家就是在那，生活成
本也少，离亲人也近。”孙秀艳说。

事实上，劳动力“回流”已成趋
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外出农民
工增速从2011年的3.4%，已经回落到
2016年的0.3%。

2017年，安徽外出人口回流8.5万
人；湖北省流出人口比上年减少6万人。

服务企业缺乏“领头羊”
待遇提升仍需苦练“内功”

目前我国约有 4亿蓝领，其中，服
务业从业人员就占到了80%左右。服
务行业的迅猛发展和用工缺口，确实
让蓝领这个群体越来越“金贵”。工资
上去了，但与之相匹配的福利却并不
理想。不少专家呼吁推行“服务业蓝
领职业化”，以保证这部分群体的权益
和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

王女士做家庭保洁员已经有十年
的时间了。她告诉笔者，过去，她一个
小时的报酬只有5元钱，如今，达到40
元左右，有时还有一小时 60 元的活
儿。钱赚得多了还不是最让她高兴

的，去年，公司开始给她们买了人身意
外保险和财产险。

但笔者了解到，目前，能提供这样
福利待遇的企业却是少之又少。有调
查显示，近半数的受访服务业从业人
员表示公司没有给自己上保险。

北京的一家家政公司从 2018 年
初开始推行“蓝领职业化”，负责人给
笔者算了一笔成本账。

“我们在售出每一个服务的时候
都会配一份保险，我们公司大概一年
向保险公司要投两三千万。我们每一
个阿姨现在还要上一个培训，一个阿姨
要3000元，目前这个培训是免费的。”

除此之外，公司还要在过年过节给
予员工一定的福利补助等。到家集团
CEO陈小华说，这对于目前绝大多数家
政服务公司来说，是根本无法担负的。

专家表示，只有规模化的企业，才
有能力为员工提高待遇、提供培训。
但是目前，大部分服务企业仍然处在
小门店、个体户为主的发展阶段。品
牌意识薄弱、技能培训不足，这也导致
了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未来要提
升服务意识和能力，让消费者愿意为
服务买单，进而提升从业人员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
湘泉表示：中国的服务业其实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需要我们去提供专业化
的培训，培养全社会的专业化意识和
职业化意识。

1月12日，由西安市教育局、西
安城墙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福
至古城·梦起少年”2019年西安城墙
新春灯会“小葵花”微光融大爱公益
制灯挂灯仪式在南门城墙举行。西

安市各区县百余名中小学生来到
西安城墙永宁门，带着自己精心制
作的创意花灯，共同为新春祈福，
也为鄠邑区同龄的留守小朋友送
上一份温馨的祝福。 杜成轩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姚风雷）春节前夕，韩城车务
段党政工团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分别到劳模、先进
职工、困职工家中，详细了解困难职工当前工作生
活现状，送去慰问品、慰问金，带去新春的祝福。

工会干部和慰问小分队成员，到困难职工家
中进行家访探望，通过面对面谈心了解他们的困
难，用温暖的话语，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领
导班子成员深入先进生产者家中、社区，向家人、社
区群众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增强职工荣誉感，将
先进职工事迹制作成橱窗在不同场合进行宣传，从
而起到了激励先进、鼓舞干劲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工会分别制定了节日当班慰问、
伙食团慰问、文体活动慰问等专项慰问活动安排。
通过慰问活动，使广大职工真正感受到了组织的关
心，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企业荣誉感。

工会扎实开展节日慰问
韩城车务段

本报讯（通讯员 姜曼曼 张晓霞）进入寒冬以
来，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异常
繁重，为进一步调动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工会带
着关心和问候将一杯杯热饮送到了夜晚加班的一线
员工手中，“一份热饮暖人心 一声问候送祝福”活动
在该公司各单位展开。

这项活动的开展为一线员工送去了关爱和温
暖。接过一杯杯热饮，员工们纷纷道出“感谢公司领
导的关心，感谢工会对一线员工的关怀。”

为夜晚加班员工送热饮
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1月15日下午，宁陕县城关镇2位居民给宁
陕县公安局送来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对宁陕
县公安局民警给予他们家属的帮助表示感谢。

事情还得从 2018年 12月 19日说起。当日
中午1时许，当事人驾驶车辆从江口方向沿 210
国道往宁陕县城行驶，当行驶到距平河梁顶
两公里处时，与一辆反方向行驶的大巴相撞，
两车相撞后当事人被卡在驾驶座上无法移
动，车上两名乘员头部均出现深可见骨的伤
口，血流不止。由于事故发生地段海拔较

高，加之当时正在降雪，路面结冰十分难走，
相关救援力量从宁陕县城赶至事故现场需要
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场情况危急。就在当事
人等三人焦急等待救援时，宁陕县公安局的
三名民警驾驶警车途经事故发生地，立即下
车了解情况，将伤者扶上警车，用最快的速度
将伤者送往县医院进行救治，直到伤者家属
到达医院后方才离开。由于伤者及时送医，
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其伤势现已无大碍，正
在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陈明安 彭思钊）

宁陕民警冰雪天施手救伤者

1月16日零点34分，全路首趟支援春运的“支南
列车”车体从西安出发驶往湖北武汉，投入春运旅客
运输工作。

为了提升援外车体质量，西安客车车辆段加强对
桌凳、床铺、茶水炉、电气设备和厕所等车内服务设施
的整修，做到逐辆整备、逐列验收。图为1月15日21
时22分，首趟支南临客正在准备出库。 赵伯顺 摄

1月 12日，礼泉县最低气温达-6℃，当地一
居民在公厕内见到一名遭遗弃的男婴，遂立
即报警。寒风中，辅警脱下身上的警服包裹
在婴儿身上后立即送医。经检查，弃婴身体
状况正常，已被送往救助站。目前，警方正
在多方查找其亲生父母。

1月 12日早上 10时，在礼泉县三鑫彩钢厂
做工的当地居民曹占军去附近的一个公厕上

厕所，突然从隔壁女厕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啼
哭声。“孩子哭得挺凄惨，而且时间也很长，我
当时感觉有点奇怪，在外面喊了几声无人应
答。由于男女有别，我便唤来工友胥世坤一
同进去查看。”1 月 15 日，笔者联系到曹占军，
据他介绍，进入女厕后，他发现一个婴儿被平
放在地上，身上只裹了一件单薄的褥子，“孩
子约莫几个月大，当时气温很低，孩子的小脸
冻得泛青，很可怜。”随后，两人将孩子抱到了
厂区的职工宿舍，安置在开着电褥子的床上
后立即报警。

十几分钟后，礼泉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两
名民警以及一名辅警赶到现场。在询问事情
过程后，民警决定将孩子先送至礼泉县民源医
院进行身体检查。见孩子身上的包裹单薄，担
心途中孩子感冒生病，辅警郭杰二话不说脱下
身上的警服裹在孩子身上。经医生检查，被遗
弃的婴儿是一名男婴，出生时间大约3个月。

据郭杰介绍，“目前医院
正在对孩子做进一步身体检
查，下一步将暂时安置到礼
泉县救助站。由于孩子身上
没有其他身份信息和物品，
我们正在多方走访查找孩子
亲生父母。” （王斌）

礼泉辅警寒风中警服裹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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