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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正午刚
过，烈日当空，滚烫的热
浪涌向大地的每一个角
落。远眺刚刚建成投用
的新西安机务段机车整
备场，地面蒸腾的气流
让视线都发生了扭曲。
走近一些，站在烈日下
的整备场上，到处都像
被烫过，只有走进新建
成的巨大整备棚下，晒
得生疼的皮肤才稍稍舒
缓了一些。

整备场上，一台蓝
灰红相间、造型硬朗、酷
似“变形金刚”的“韶山”
7D型电力机车，刚刚进
入机车整备棚下的检修
位置不久，专检一班工
长于威就已经拿着各
种工具和欧姆表，带领
工友钻到了机车机械
间里。他们要以最快
的速度，在几十根埋藏
在机车线槽的控制电
路里，找到那根绝缘不
良的电路，并迅速消除
故障。

这时的机车刚刚断
电，虽然停车位置在整
备棚下，太阳直射不到，
但在闷罐子似的机车
内，各种大功率电器设
备正在散发余热，机械间
里少说也得有60摄氏度。果然像
往常一样，只过了不到两分钟，于
威身上的衣裤就被汗水浸透了，
豆大的汗珠蛰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段电线的绝缘状态不
良，得抓紧处理！”于威一边干一
边指挥，和工友一起按照工艺流
程对线路的绝缘性进行增强。
35分钟争分夺秒，不但得战斗，
还得“蒸桑拿”，虽然从闷罐子机
械间里出来了，但汗水仍然顺着
额头、脸颊、脖子、脊背不停地流
着，只能用搭在脖子上早已湿透
了的毛巾不停地擦。于威一边

擦汗，一边又登上机车
车顶进行作业。

今年 36 岁的于威，
曾是新疆某高炮部队的
一名通信兵。一晃眼，
参加铁路工作 13年了，
于威一直从事检修火车
头的工作，每年夏天最
热的时候，高温作业都
是家常便饭。

随着铁路不断创新
发展，2019年 6月，有着
85年历史的西安机务段
整体搬迁至位于西安市
东郊的新段址，机车整
备场也从原来 5条整备
线增加到 8条电力机车
整备线和 1条内燃机车
整备线。新整备场上空
巨大的整备棚，不但能
为机车检修位置遮阳避
雨，还能为夜间检修作
业提供良好的全方位照
明。整备棚内的三层检
修作业平台、门禁系统、
电动高压隔离开关系统
以及各类便携式检修设
备的投用，不但为作业
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了
更加严密的保障，同时
也使整备场的传统作业
模式升级到信息化、自
动化控制的新阶段，为
后期机车整备大数据管

理创造了条件。
“在新整备场作业已经一个

多月了，环境确实好了。登车顶
不用再晒太阳、当‘铁板烧’，机
车机械间也能更快地降温，免费
的‘桑拿’也不用使劲儿蒸了。
大家干活舒服了，就能把更多的
精力投入到精检细修上来。”于
威说。 本报记者 鲜康

近日，渭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临渭
大队开展“勿拿生命来抢单 外卖小哥学
安全”主题活动。民警面对面向“外卖

小哥”讲解酒驾、疲劳驾驶、超速、闯
红灯等违法行为的危害，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发生。 崔正博 摄

加油站内不能接打电话，这是安
全常识。2008年开始实施的有关加油
站作业的安全规范，明确了加油站内
严禁使用手机。然而，随着移动支付
的不断发展，不少人出门开始不带钱
包。越来越多的加油站也推出了手机
扫码支付服务。一方面是安全规范有
要求，另一方面是用户体验要提
升，加油站加油区域内用手机扫码
支付，会有安全隐患吗？这让不少
人陷入疑惑。

河南洛阳、江苏南京已经全面禁
止在加油站禁区内用手机扫码支付。
但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加油站内使用
手机导致爆炸的可能性只是“理论
上”的。究竟我们能不能手机扫码支
付加油费呢？

洛阳、南京全面禁止加油站内手机
扫码付油费

近日，在河南洛阳的一场电视问政
中，群众就向安监部门提出了这样的疑
问。加油站里，虽然用手机付款更加方
便，但也有点“提心吊胆”：

市民1：“加油站都知道明令禁止使

用手机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使用手
机付款，说实话，挺担心的，我住的离加
油站这么近，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都用
手机支付扫码付款，万一产生电火花多
吓人啊。”

市民 2：“用微信还挺方便的，我也
用微信扫，但我感觉我的油箱盖还没拧
住、加油枪还滴着油，我就开始扫了，扫
完之后还是心有余悸，我觉得非常的不
安全。”

在洛阳电视台的暗访中发现，为了
方便车主，不少加油站的员工会带着扫
码机到车前收款。

记者：“POS机啊。”
工作人员：“我扫你，微信还是支付

宝？”
记者：“这不也用手机了吗？不让

打电话这样安全不安全？”
参与电视问政的洛阳市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袁克亮表示，的确有监管不到
位的地方，未来将采取多种措施，禁止
全市加油站在加油区域内一切使用手
机的行为。

“一是立即下发通知，要求全市所
有的加油站立即停止在加油区域内使

用手机扫码支付。第二在加油站显著
位置设置明显的警示标示，提示司机不
在加油区域内进行扫码支付，严禁拨打手
机、微信聊天和拍照等使用手机的行为。”

除了河南洛阳，江苏南京、苏州也
在今年下令禁止在加油区域内使用手
机进行支付，想要扫码付款的，需要移
步至加油站办公区内。

加油站里手机支付，会引发油气爆
炸吗？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
授宋宇波解释，使用手机导致加油站燃
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现场油气混合浓
度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二是手机电磁波
的功率大到一定程度，足以让电路上产
生电火花。所以，在加油站内接打电话
或者使用手机的其他功能引发油气爆
炸，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生活
中，概率非常低，只要我们把支付的地
方远离加油枪，危险系数就会降低。

宋宇波说：“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
手机的操作，本身它的发射功率是有
限制的，那么现在它的最大功率是远
远达不到会产生电火花的这种情况

的，现在我们的手机基本上都是触摸
式的智能手机，这种手机相较于老式
手机，使用起来是更加安全的，因为
它并不会有一些机械式的操作，所以
产生电火花的可能性就小了。”

在加油站内除了不能使用手机外，
查询“加油站起火”，发现更多的原因是
在加油站里因整理衣物、梳头后加油而
引发火灾的新闻。消防人员提醒，我们
要小心身上产生的静电，由于加油枪使
用过程中会有一些汽油挥发成为蒸汽，
而静电的火花极有可能将其点燃。

油品属于易挥发物品，完全有可能
向外挥发出大量的可燃气体，与空气混
合达到一定的爆炸比例，遇到即便是

“一根针掉在地上”这样的能量，都有可
能把它引燃。最好能戴棉质手套减少
静电的产生，在提
起加油枪之前要
摸一下加油箱上
的静电释放器，保
障自己身上的静
电电荷充分释放
后再加油。

（任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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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加油区域用手机扫码支付
是否安全引关注

8月 9日，省财政厅发布消
息：今年以来，省财政以稳就业为
支持就业工作的主线，加大投入
力度，完善资金管理，加强绩效考
核，较好地支持和推动了全省就
业创业工作 。日前，我省2018年
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首次
获得国务院通报表彰，并获得中

央财政资金奖励。
加大投入，支

持政策落地。今
年省财政分两批
共下达就业补助
资金 28.09亿元，

较上年增加 5.27亿元，同比增长
23.08%，对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分
类施策，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求职
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多种方式
促进就业创业，提高政策实施的
精准度和覆盖面。上半年，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 25.1万人，完成年
度目标的 67.8%，全省 45.5万人

享受就业扶持补助政策。
统筹安排，优化分配方式。

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按照“突出重点、注重绩
效、量化计算”的原则，根据基础
因素、投入因素、绩效因素和重点
工作因素，重点向就业扶贫和高
校毕业生就业两个方面倾斜，同
时落实脱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
有关要求，着重对29个计划摘帽
贫困县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助力
完成脱贫任务。上半年，全省就
业扶贫资金支出 2.02亿元，全省
16.74万贫困劳动力享受了职业

培训、特设公益性岗位、社区工厂
等13项就业扶贫政策支持。

效益优先，强化绩效管理。
省财政坚持绩效导向，建立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就业重点任务
完成情况为核心的资金分配指标
评价体系，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
标，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积极推进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管
理，确保项目资金用到扶持对
象或扶持项目上，确保年度绩效
目标如期实现。同时，将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依据，对审
计查出问题较多的市县在分配资

金时给予调减。
稳定岗位，提升职业技能。

省财政厅还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发
挥失业保险基金稳定岗位、促进
就业的作用，实施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鼓励职工提升技能水平，通
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来促进
就业，支持企业稳就业、稳发展。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根据《陕
西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年）》要求，积极筹集
提升技能行动资金，强化资金使
用管理，助推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徐颖）

●对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分类施策，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和覆盖面。

●重点向就业扶贫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倾斜。

●确保项目资金用到扶持对象或扶持项目上。

●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稳定岗位、促进就业的作用。

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智
能客服，究竟是技术不成熟，还
是故意装傻充愣，这是一个值得
深究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也有“您说前门
楼子，他说胯骨轴子”的事。有
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很多互
联网平台都追赶时髦使用智能
客服取代人工，虽然减少了用工
成本，但消费者得到的回答往往
驴唇不对马嘴，智能客服越聊越
乱，越扯越远。

进入智能时代，互联网企业
采用智能客服显然很正常，是企
业实现智能化的一种体现。然而
从消费者体验来说，相比人工客
服质量，智能客服既浪费了消费
者时间，又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甚
至会误事，既不利于消费者权益
保护，又不利于企业形象塑造。

一般来说，人工客服能解决
多种问题，还能安抚消费者情
绪，而智能客服只有简单的程序

设计，无法因人而异地解决问
题，更不能捕捉消费者的情绪。

智能客服出现这样的痛点，
是因为有些企业不仅是为了赶
时髦，更是为了节省成本。人工
客服涉及招人难、培训成本高、
流动性大、不易管理等诸多问
题，导致企业客服成本居高不
下。而智能客服可以 24 小时不
间断服务，能为企业节省不少劳
动力成本和管理成本。

除成本因素外，部分企业还
故意用智能客服拖延搪塞消费
者。相关报道显示，有的共享租
车类企业热线只有智能客服，是
因为企业让用户“交了钱就别想
轻易退”；有的小额贷款类企业
采用智能客服，目的是“贷了款
故意让你还不上”；有的二手交
易平台不见人工客服，则是“你
们的事我管不了”。这些企业都
是以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实现
自己的利益（包括非法利益）。

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智
能客服，究竟是技术不成熟，还
是故意装傻充愣，这是一个值得
深究的问题。

如果是通过智能客服故意
拖延搪塞用户以实现非法利益，
一方面，消费者要学会取证，作
为维权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
法律和监管也要亮剑，倒逼企业
尊重消费者权益，改进客服质
量，让人工或智能客服充分发挥
好功效，从而给消费者权益增添
一份保障。有关部门不妨对企
业智能客服进行定期抽查，对恶
意侵权者既要纳入失信黑名单，
也要采取其他处罚手段，以儆效
尤。总之，对目前智能客服“不
智能”的乱象不能放任不管，而
要予以针对性治理。 （张海英）

智能客服“听不懂人话”，那还服务个啥？

察

生

活
观

近日，华阴市水务局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加该市开
展的健步走活动，倡导“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理念，
齐步迈向健康生活。 雷华伟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郭旭）近期我省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发
生洪涝灾害，呈现出暴雨出现时间早、降雨量大等特
点。目前全省仍处于主汛期，9月可能出现秋淋天气，
请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今年，我省汛期呈现出暴雨出现的时间早、暴雨洪
水过程多、降雨量大、局地暴雨强度高的特点。据统计，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348.2毫米，较常年同期
均值偏多17.0%，其中陕北偏多5.8%，关中偏多17.3%，
陕南偏多 22.2%。到目前为止，今年镇巴县降雨量最
大，达到1174毫米。最大1小时降雨量是佛坪县的龙草
坪，6月29日早上5时到6时，降雨量达83.1毫米。

针对汛期，我省提早安排部署汛前准备工作，启动
了江河、水库（水电站、淤地坝、拦河闸坝）、城市、山洪以
及各类在河道内在建工程度汛应急预案，和省军区、武
警交通二支队建立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与军地协调联
动机制，加强对江河、水库（水电站、淤地坝、拦河闸坝）、
河道内正在建设的水电站桥梁以及城镇低洼易涝区、危
房危窑、山洪滑坡泥石流威胁区等区域进行风险隐患的
排查和整改。

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
较常年同期均值偏多17%

本报讯（刘雪妮 聂兴）为解决西安市共享单车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推动共享单车规范管理，
形成科学长效机制，8月 9日，西安市城管局市容秩序
管理处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市交警队，西安城六区及部
分开发区城市管理部门联合开展全市共享单车治理工
作现场观摩会。

观摩会上，大家先后对经开区、未央区、高新区、曲
江新区四处共享单车临时停放点进行了现场观摩。据
悉，为迎接国卫复审，近期各区县及新区城管部门共享
单车整治力度均有所加大，特别是对一、二类道路沿线、
地铁站点和景区周边等人流密集场所，采取值守与巡查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使用规范、停放整齐。

西安市城管局市容秩序管理处处长郝卫国表示，下
一步将采用信用承诺管理制，公开甄选引进运营企业，
按照指定区域进行投放，并根据市民反馈及政府部门管
理情况进行动态调控和规范管理。对乱停乱放问题严
重、线下运营服务不力、经提醒仍整改不到位的企业，除
媒体曝光外，还将提请政府主管部门采取限制投放等措
施，情节严重的将记入企业信用体系。

西安多部门联合推进
共享单车规范管理

近日，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在玉溪研和铺架基地建
设中，开展“遵章守纪，勿忘安全，严格操作规程，做好
自我保护，落实防范措施”主题活动，保证施工生产顺
利进行。图为员工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品在切割钢轨
作业。 刘顺良 摄

本报讯（蒋黛 宋啟铭）为
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发生与流
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
省司法厅日前印发了《陕西省艾
滋病防治条例（草案）》，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指出，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条例》中明确，医疗卫生机
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
诿或者拒绝对其所患的其他疾
病进行治疗。医疗保障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将
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
治疗检查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报
销范围。

9月10日前，如对《条例》内容
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致信陕西省
司法厅立法三处（邮编 710043），
拨打电话029-87293044或发邮件
至shehuilifachu@126.com。

《陕西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公开征集意见

在宝鸡市恒丰
园蔬菜批发市场，有
一位常年做好事的
热心大妈，以自己的
微薄之力帮助弱势
群体。她叫黄丽，在
市场经营一家茶叶
店，曾是下岗职工的
她，经过几十年苦心
经营，终于打下了一
片小天地。几年来，
她免费为孤寡老人、
残疾人、困难户等赠
送茶叶共计 6 万多
元。家住卧龙寺附
近的王老太太，靠在
市场捡菜叶为生，黄
丽发现后及时帮助
老人，让她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和关爱。

黄江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