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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出台省政府出台省政府出台202020条新政条新政条新政
引进国际品牌展会大项目最高可奖励5000万

西安：山区交通事故免费航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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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西安高速交警联合西安急救
中心、保险公司等建立西安辖区高速公路“三
秦平安春运”多方联动应急协调机制，将实现
事故信息共享、事故责任交警后台认定。必
要时将有免费航空救援服务保证伤者救援。

西安交警高速大队副大队长韩东华表
示，高速交警和急救中心开展合作，联动保险
公司、空中救援、交通路政、车辆施救部门，实

时共享车流、路况、医院、空中救援需求等信
息，能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救治交通事故伤者
的时间，保障伤者生命安全，还能做到为伤者
垫付医疗费用，及时有效处置现场，快速恢复
交通秩序。

在救援伤者的过程中，遇有距离较远、时
间紧迫、伤情危急、山区高速无应急车道等救
援难度高的时候，金汇通航将积极提供免费航
空救援服务。

2月1日至2月13日，西安高速交警将与平
安财产险、人保财产险在绕城高速汉城服务
区、曲江服务区、西汉高速涝峪口收费站、西临
高速临潼收费站、西禹高速高陵收费站设立交
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点，为旅客提供便民利
民服务。 （冯晓瑞）

新闻新闻新闻

我省允许医生在线复诊部分常见病、慢性病
本报讯（李琳）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我省将
允许医疗机构使用互联网医院作
为第二名称，在确保医疗质量和信
息安全的前提下，在线提供部分常
见病、慢性病复诊服务；允许医师
在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在线开具
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

《意见》指出，推进“互联网+”
医疗服务，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
互联网医院，支持医疗机构、符合
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
息平台，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联合
互联网企业，发展远程医疗、健康
咨询、健康管理服务。

2019 年，省级医院全面开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到 2020年，
省内三级医院全面开展“互联网+”
医疗服务。加强全省远程医疗服
务网络体系建设，推进“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2020年，远程医疗服
务覆盖所有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
并逐步延伸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鼓励条件成熟的公立医疗机
构推广“智慧药房”，将处方系统
与药房配药系统衔接，为患者提
供“一站式”药事服务。对线上
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
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
方机构配送。

为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
动经济，省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大力发
展“三个经济”的若干政策》，20 条政策
明确了资金标准、涉及部门、具体措施，
大力促进物流、会展等行业的发展。

>>支持铁路物流发展
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成为海铁

与公铁联运基地，对开通的中欧班列按
财政部规定给予适当补助，由省、市财
政按 1∶2 比例分担。

>>支持航空货运物流发展
支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和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航空货运发展，鼓励采取多种
方式吸引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入，吸引
国内外货物集聚，按完成当年货邮吞吐
量给予一定奖励。奖励标准逐年递减
20%，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由省、市、区
财政按 1：1 比例分担。

>>加快公路物流发展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安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延安市宝塔区、眉县、绥德
县开展公路物流和省级无车承运人试
点，择优选取规模较大、管理规范、货源
稳定、社会信誉好的企业，按照“先互
联、再许可”的原则，对接入部、省无车
承运监测平台的企业办理道路普通货运
（无车承运）经营许可资质。

>>加快物流园区建设
对认定为省级示范园区以上的，根

据示范效应和规模给予 100 万元—300
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在口岸货物转运
集中区建设货物堆场，在西安国际港务
区、西咸新区以及一级节点城市宝鸡、
榆林、安康建设 1 万平方米以上的标准
化物流仓储库，对符合国家标准的新建
设施，按不高于建设投资额（不含征地

费用）的 10%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的补助。鼓励两家以上快递公司联合在
政府机关、高校、住宅小区共建共用智
能取货柜，对每个取货柜给予 5000 元一
次性奖励。

>>加大物流企业引育力度
对年自营收入达到 10 亿元以上、在

陕汇总缴纳所得税的物流总部企业，依
据其促进产业发展和吸纳就业等情况，
给予 500 万元—1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培育一批物流骨干龙头企业，对新获得
国家 5A 级资格评定，且在陕注册的物流
企业，给予 3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推动会展业发展
鼓励引进全国性品牌展会项目，对

展览面积以 1 万平方米或 500 个标准展
位为单位递增的，按每单位给予 200 万
元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鼓励引进国际品牌展会项目，对展览面
积以 1 万平方米或 500 个标准展位为单
位递增的，按每单位给予 500 万元一次
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积极引
进展览企业落户我省，对达到规模以上
的企业给予 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经
国际展览业协会认证的企业，给予 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加快物流人才引进和培养
严格落实已出台的人才激励政策。

对未达到引进条件的，但涉及智慧供应
链、冷链、跨境电商、航空运输等具有高级
经营管理经验或具有专业化较强技术的
物流人才，且签订 5年以上聘用合同的，给
予每人 8万元-30万元奖励。鼓励有需求
意愿的我省物流企业，申请设立陕西省博
士后创新基地，通过博士后平台引进急需
的高层次青年人才。 （李婧）

本报讯（通讯员 许烨旸）近
日，深圳市前海合作区集中临建
（二期）EPC 项目业主给中铁二十
局六公司深圳分公司送来“筑精品
工程，展铁军雄风”的锦旗。这是
该分公司抓现场赢市场、建精品创
信誉的一个缩影。

2010年 8月，中铁二十局深圳
分公司整体划入中铁二十局六公
司，肩负起华南区域经营承揽和项
目管理重任。他们着力精耕区域
经营，实现了立足在建、以干促揽、
滚动发展。

8年间，该分公司在珠三角核
心区域承揽市政、路桥、房建、给排
水管网、污水治理等工程项目 26
项，总投资达94.7亿元。所干工程
分别获得广东省、深圳市等省市级
多种荣誉，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企
业信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得到
多重提升。

占地面积约 24299平方米、分
8个组团的深圳市前海合作区集中
临建（二期）EPC项目，是中铁二十
局深圳市前海市政Ⅵ标项目部以
干促揽、滚动发展的第 3 个项目。
针对该项目体量大、分项多而工期
仅有半年的现实，他们主动出击，
快速组织、及时协调图纸、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质保量
零事故的状态下将同行公认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工程一次成优，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完工、验收、移交
的“深圳速度”。

在深圳市前海市政VI标施工中，面对施工范围
3.2 平方公里、专业多达 10 余项、新建与改造项目
相交叉相制约等管理难题，该分公司应用 BIM+GIS
新型建模等智能管理手段，促成工地智能化动态管
理，解决了工期紧、标准高、施工范围广、管理跨度
大、专业类别多、项目种类多等管理难题。A 号路
改造、前湾三路地下通道、前湾四路、金岸中街等
项目一路领跑，均至少提前 60 天完工。该项目获
深圳市“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优质结构
工程”“全市优胜项目”等殊荣，安全、质量、进度、环保
及责任态度、行为标准等，被业主作为施工生产及项
目管理教学案例全面传授、推广。

他们还采用“以桥代路”方式，承建深圳市北山
大道北侧 4B-16地块工程。施工中，以“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以工匠精神为主导，克服
了在既有线平盐铁路高路堤上施工、非爆破人工挖
孔桩、深基坑硬岩开挖、列车不停运零距离T梁架设
等困难，既成功释放既有线高路堤坡脚地块 7790平
方米，又达到桥山绿树相映衬，让周边居民住宅前后
通视，为我国开发更多的铁路沿线用地、惠及当地群
众积累了宝贵经验。该工程荣获深圳市“优质结构
工程奖”和“优质工程奖”。

据了解，该分公司凭借良好的市场信誉和一流的
管理，近年来在深圳市完成总投资达 21亿元的 16个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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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西安市灞桥区文明办公室刘飞主
任一行，前往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家属区，慰问 62 岁退休职工李荣，为他送上新春
祝福。2017 年春节前夕，李荣舍身救出两名落水
儿童的英雄事迹，在群众中受到广泛赞誉，同年
被灞桥区、西安市政府授予“灞桥区第一届道德
模范”、“西安好人”。 刘国清 贾鹏翼 摄

1月21日上午，陕西交通集团所属陕北、关
中、陕南25个运营分公司启动了2019年志愿服
务春运“暖冬行动”暨春运青年立功竞赛活动。

图为西镇分公司路政人员、高速交警、志愿者进
行联勤联动，共同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并发
放“福”字的情景。 刘莎莎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德
供电段组织青工成立青年志愿服务队，在榆林
车站为旅客出行提供温馨服务。

谭永良 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
段组织人员加大春运期间动车组检修力度，
确保春运期间动车组安全运行。图为近日机
械师对动车组转向架进行检查。 张文 摄

9部门联手防治非法处理废铅蓄电池污染问题
据法制日报 针对废铅蓄电

池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 24 日透
露，包括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公
安部、司法部等在内的 9部门将联
手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根据 9
部门联合印发的《废铅蓄电池污
染防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
动方案》），9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
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收集处理违
法犯罪行为。

近年来，随着铅蓄电池在汽
车、电动自行车和储能等领域的
大规模应用，我国铅蓄电池和再
生铅行业快速发展。铅蓄电池报
废数量大，再生利用具有很高的
资源和环境价值，但废铅蓄电池
来源广泛且分散，部分非正规企

业和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导致
非法收集处理废铅蓄电池污染问
题屡禁不绝，严重危害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严厉打击和严肃查处涉废
铅蓄电池企业违法犯罪行为。”9
部门说，其中包括严厉打击非法
收集拆解废铅蓄电池、非法冶炼
再生铅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加
强对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原生铅
企业和再生铅企业的涉废铅蓄电
池违法行为检查，对无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接收废铅蓄电池，不
按规定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度，非法处置废酸液，以及非法接
收“倒酸”电池、再生粗铅、铅膏铅
板等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宝鸡环卫工协助规整共享单车 政府发放补贴
本报讯（鲁鹏飞）近日，宝鸡市

政府办公室发布通知，环卫工人
协助运营企业规整摆放共享单
车，市、区财政每月给与环卫工
适当补贴。

通知指出，共享单车停放是
市容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区
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作为监管责
任主体，要有效发挥环卫工作点
多、线长、面广和市区分散、全天
坚守的优势，指导协助做好辖区

共享单车规整摆放工作。并将
共享单车规整摆放纳入环卫工
人日常考核奖惩管理。

环卫工人协助运营企业规整
摆放共享单车，市、区财政要每
月按人数予以补贴，其中市财政
承担 50 元，各区财政承担 30 元，
不足部分由各区环卫主管单位
与运营企业协商解决。各区环卫
主管单位要逐月按工作量向环卫
工人进行发放。

王秉祥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一车间工艺组组长
刘伟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工会副主席
栾希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刘宗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一六五所六室副主任
习清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西安分院有效载荷总体部副主任
王志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七七一所副总工程师
谢明娟 陕西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林敬顺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试制中心数控车工
陈冠琪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制造厂铣工
佘俊峰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19厂数控车班班长
赵文庆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公司设计所设计员
张义德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叶片中心技术质量处工艺室主任
陈勇刚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身装配厂厂长
杨群英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供应链管理部部长
史永强 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副总设计师
田福礼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总师
王春峰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科研二所技术员
高 伟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
施军良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中心工艺师
周海玲 中国兵器试验测试研究院研究员
李广歧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0二研究所研究员
张延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0三研究所总设计师
常 海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0四研究所项目总师
王 伟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二0六研究所总设计师
孙 勇 中国兵器特能集团陕西庆华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志强 西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工厂数控操作工
伏亚文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军品研究所技术员
肖 彬 航空工业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燎原分公司液压附件车间机加工段车工班班长
袁志敏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总体气动所一级技术专家
刘建群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永利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机械加工二分厂车工二组组长
庞开峰 西安中核仪器有限公司核仪器公司经理助理
刘 辉 中核陕西铀浓缩公司机电检修车间主检工段钳工
胡 祺 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二四大队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杨新社 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一一大队庞家河金矿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宁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麻醉科医生
陈 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大数据运营事业部经理
杨晓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网络管理中心核心业务室副主任
贺 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行业经理
杨元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华门店店长
孙新利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运行维护部线路中心主管
张 骅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导航事业部主任
高 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卫星应用部技术员
曾 钺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
仵小曦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研发部副部长
陈兴武 陕西光伏产业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
向 涛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赵锴民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白望旭 陕西凌云电器有限公司产品设计所设计师
唐大楷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名单

日 前 ，国 家 市
场监管总局局长
张茅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今后
将一律取消评选

著名商标的政府行为，在政府的企业信用公示系统
上只有黑榜，“只要违规了，处处受限”。一语既
出，公众无不为之点赞。

老百姓的欣喜从何而来？这是因为著名商标
在过去的岁月中已不断被异化，甚至偏离了其被设
立的初衷。平心而论，通过向社会公布著名商标、
保护已经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本无可厚非。同
时，消费者在购物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其他商家也
有了学习的榜样，著名商标的价值由此得以凸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著名商标渐渐背离了
既定的路线，沦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牟利的工具。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著名商标对各大商家而言，无
疑是最好的宣传名片。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乐于看
到更多著名商标涌现，甚至将其作为政绩之一。

于是乎，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一种病态的“双
赢”模式出现了。部分黑心商家和某些贪腐官员勾
结在了一起；为了尽快推出更多著名商标，一些地
方政府不断降低评选标准；某些商标名不副实，却
屹立不倒……种种乱象，足以证明著名商标已经到
了该退场的时候了。

因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即将建立的黑榜，无
疑是一项引人注目的举措。让问题企业和商家在
阳光下无所遁形，才能起到更好的监管作用。某些
著名商标榜单报喜不报忧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了。更重要的是，这项举措能让广大消费者共同参
与到监管工作中来。毕竟，哪家商品质量更值得信
任，哪个品牌更有吸引力，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消
费者。只要违规，处处受限，这是黑心商家的灾
难，却是公众的福音。

不再参与著名商标评选工作，可以使政府从复
杂的关系中抽身而出，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产品质
量、安全的管理工作中，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让所
有企业向着消费者的信任赛跑，也一定是正确的引
导方向。 （杨楠）

建立品牌“黑榜”是消费者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