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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独萍）为促进企业技能人才
培养，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大军，近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通知，将在我省全
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

原则，在企业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
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
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充分发挥企业的培训主
体作用，组织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
人员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培训，促进企业技能
人才培养，壮大发展产业工人队伍。将企业
新型学徒培训纳入到我省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中，到2021年底，将培训2万名以上企业
新型学徒，其中2019年不少于5000名。

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

养对象。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
养对象，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
模式，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
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
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
共同培养学徒。

学徒培养由企业结合岗位需求确定，
培养目标以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
限为1至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培
养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
生产规范、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

育。学徒培训期满，可参加技工院校毕业
考核或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合格者取得相
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工参加学制培训
取得中级工、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分别
按每人每年5000元、7000元标准给予企业
培训补贴。

企业在公布的学徒培训机构目录中选择
培训机构，与之签订合作协议，报当地市级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培训结束
后，企业可通过“信息系统”向当地市级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报培训补贴。

计划到2021年底培训2万人

↑ 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充分发挥“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示范带头作用，11月16日，中建七局建

装公司西北分公司组织10余名党员志愿者
走上街头，为美化城市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图为志愿者在发放文明倡议书。 刘亮 摄

↓ 11月13日，安康市宁陕县
“一个人的剧场”活动拉开序幕。
该县文化馆组织文化志愿者上
门，给独居的低保户张守学送上
了精彩的表演和温暖的关怀。据

悉，宁陕县为全面实施“精准扶志
扶智”工作，创新推出了“一个人
的剧场”文化惠民活动，让老人们
足不出户就能观看到自己喜欢的
文艺节目。 杨宁 党欣春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在西电西变全手工的变压器
制造现场，代表们见证了世
界容量最大的±800KV 高端
换流变压器的诞生过程；在
西开电气，零距离靠近了国
际领先水平的发电机断路器
成套装置……11月 15日，在
以“不忘初心担使命 和谐
共赢促发展”为主题的国企
开放日观摩活动中，中国西
电集团向大众开放了 2条主
要参观线路，从超高压、特高
压变压器手工制作过程到一
批打破技术垄断的国际领先
产品的展示，每条线路都让
参观者惊叹不断。

本次观摩活动，西电集团
邀请了 200余名代表一同走
进西电，共同了解中国西电集团如
何积极践行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

任。来宾们详细了解了中国
西电集团六十年来积极投身
国家电力重点工程建设，为
我国电力装备事业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以及近年来
在节能减排、绿色清洁生
产、精益化管理、智能化产
品研发制造、党建思想文化
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
取得的工作成绩。

据悉，近年来，中国西电
集团以“责任”为核心，聚焦

“转型升级”“新能源”“智慧
工业”等主题，举办大型“国
企开放日”活动，讲好“西电
故事”，全方位展示西电新时
代新形象，让大众零距离了
解西电“内核”，为打破社会
大众对国企的认知“壁垒”和

“误读”印象，展现开放大气的央企
形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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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夏天 郝振山）近
日，一种新的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方案在北京阜成路8号院老
旧小区得以实施，这项由中国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平
层入户加装电梯方案已取得了
国家发明专利。

这种新加装的电梯不仅外
观上与原建筑物“浑然一体”，而
且真正实现了住户乘坐电梯上
下楼的无障碍通行，即使是腿脚
不便需要坐轮椅的老年人也可
以轻松上下楼，得到了广大住户
特别是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目前，我国六层及以下的
多层住宅普遍没有安装电梯。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些
没有安装电梯的住宅已难以满
足老年人上下楼的需求，老旧
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政府倡
导的惠民工程也将逐渐成为民
生热点。

近几年，不少地方虽然在
老旧小区加装了电梯，可加装
的电梯都采用半层入户法，即
电梯只能停在两层之间，老年
人乘坐电梯后仍需步行半层才
能到达家门口。恰恰就是这半
层楼的台阶，成为了老人们进
出家门的难题。如何打通这出
门回家的“半层楼障碍”，引起
了航天设计院设计师们的密切

关注和思考。
在阜成路 8号院加装电梯

工程中，设计师们通过大量调
研走访、反复论证、精心比对，
最终确定了平层入户的加装电
梯方案，该方案需先拆除原建
筑楼梯间的外墙、楼梯及部分
楼层楼板，将原有的双跑楼梯
改为单跑钢结构楼梯和楼层钢
平台。在原建筑外新建电梯前
室和无障碍电梯，同时将原首
层台阶改为无障碍坡道，并在
室外增加坡道，达到无障碍设
计要求。经改造加装的电梯可
以直接停在住户楼层，大大方
便了住户的出入通行。

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打通“半层楼台阶障碍”老人出行更方便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简
称《意见》），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
抛物、坠物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
上的安全”，提出16 条具体措施。《意见》
提出，物业隐匿、销毁、篡改或拒不向人民
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
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不
断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成
为困扰城市生活的一大顽疾。不用重典，
无以治乱象，法治的威严也无从体现。《意
见》明确，对故意高空抛物的，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
罪论处。针对侵害人难确定的老问题，最
高法强调，要明确区分高空抛物和高空坠
物，对于高空坠物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
定罪处罚。这是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维护民众“头顶上的安全”的
体现，对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办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有着直接指导意义。

惩治是预防的前提条件，预防是惩治
的必然要求。《意见》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辨
的严惩路径，也释放出将预防和惩治相结
合，加强源头治理的强烈信号。《意见》的
一大看点，就是明晰物业的责任。此次

《意见》不仅强调了物业公司向法院提供
证据的责任，而且明确物业公司“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
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造成
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使他人损
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换个角度
看，这分明是在指引各地物业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预防
高空抛坠落事故，营造安全宜居环境。

期冀借助这次最高法出台的《意见》，使潜在不法分
子能感受到更大震慑，知敬畏、知收敛，守住法律底线。
同时，也希望各地物业公司补齐管理、制度上的短板，切
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和广大业主一起，共同编织起防
范高空抛坠物的“安全网”。 （杨维立）

纸箱无疑是“双十一”之后最大的主角，拆包装
一时乐，可说到包装箱怎么处理时就不怎么开心
了。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全国大约产生
260亿个纸箱，过度包装、一次性使用不仅浪费，也

不环保。发展绿色快递是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
推动的项目，多家快递公司也设置了回收箱。

“双十一”送货高峰，快递包装箱也迎来拆箱
高峰。这个“双十一”，多家快递公司推出纸箱回

收政策，不过纸箱回收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专家
表示，从理论上说，包装箱回收可以推进，但是
就目前快递公司的组织形式来看，并不适合做纸
箱回收的工作。

11 月 13 日，西安演艺集团庆华“舞台艺术孵化基
地”揭牌仪式，在中国兵器工业特能集团西安庆华公司
文化宫隆重举行，同时杂技芭蕾剧《天鹅湖》惊艳献演。
据悉，这是我省首例企业文化宫与演艺集团合作的范
例，从而让精品艺术真正走进基层群众生活。

杨堃 申小三 牛高荣 摄

11 月 14 日，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司西安地
铁项目部认真开展劳动竞赛活动，10 月份完成产值
在所属单位内最高，荣获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地铁十四号线SGZCB-1标指挥部“月度优胜单位流
动红旗”。 刘红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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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 13日，由中建一局西
北公司承建的西安幸福林带地铁 8号线王家坟车站主
体结构工程，历经300余天艰苦奋战顺利封顶。

王家坟车站是地铁7、8号线的换乘站，位于万寿路
与兴工东路交叉口 200米处，车站为上中下三层结构，
其中地下一层为商业层，与幸福林带地下一层平接。

据记者了解，为实现高标准的安全、质量、工期目
标，项目履约团队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创新科研工法、培
育专业化技工，深化“幸福项目部”建设等一系列举措，
全体建设者迎难而上，连续奋战，最终实现了王家坟车
站主体结构的顺利封顶，也为推动整个幸福林带工程早
日竣工作出了积极贡献。建成后的地铁 8号线将连接
新城区、雁塔区、未央区、莲湖区、灞桥区等众多核心区
域，对提高周边市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加速西安市经济
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地铁8号线王家坟站顺利封顶

本报讯（张翟西滨）11月 15日，“意象人生——许
静涛草篆书法展”在咸阳市工人文化宫职工美术馆举
办。本次展览共展出咸阳市职工书画家许静涛的书法
草篆38幅、篆刻300多方、国画20幅，以及诗文10篇。

据悉，67岁的许静涛，曾为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美
工，担任过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咸阳山川书画会
会长、咸阳秦汉印社社长、咸阳中国花鸟画研究院院长
等多个职务，在文学诗词散文、篆刻、绘画、书法等领
域颇有造诣。此次所展作品均为其近年来创作的精
品，可谓“问道诗书画，开张天地人；秋收真善美，冬藏
精气神。”

咸阳市职工书画家许静涛举办个展

①一支口红快递包装一大盒
“我就买支口红，可寄来一个大包装

盒。”市民王小姐在拆“双十一”购买的化
妆品时忍不住吐槽。她表示，一支口红配
上空荡荡的纸箱，非常浪费。

市民伍女士也有类似经历。“双十一”
伍女士购买了一个微波炉，可她在收到微
波炉后又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厨房隔
热手套。伍女士说：“这隔热手套应该是买
微波炉的赠品，如果是跟微波炉打包在一
个箱子里送过来，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么
拆开来送，就有些浪费了。不仅多浪费一
个纸箱，快递小哥还多跑一趟，不大值当。”

②纸箱回收活动知情者不多
据了解，今年某公司联合五大快递公

司发起“全国纸箱回收日”活动。全国4万

个驿站、3.5万个快递网点将对快递包装进
行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消费者捐献纸箱
还有机会累积蚂蚁森林绿色能量，用于植
树造林。

不过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快递网点
回收纸箱的事情。肖女士说：“我从没听
说过有网点能够回收箱子，这个网点在哪
儿啊？为了环保，我愿意专门跑一趟送纸
箱。”市民王先生则说：“拆完快递我一般
就直接扔垃圾桶了，如果这些箱子可以回
收利用肯定更经济环保。”

生活在居民区的消费者大多选择直
接扔弃纸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
也没见过哪里有专门回收纸箱的网点。

③高校回收点一天回收纸箱五六百个
“双十一”期间，大学生群体的购买力

也不容小觑。为了应对学生族网购带来
的大量纸箱，近邻宝在北京部分高校附近
设置了纸箱回收箱。

11月12日在北京林业大学，陆续有学
生到智能快递柜取快递，之后大部分学生
会走到纸箱回收箱，拆除外包装。这种回
收箱分为很多槽口，最上方是一条细长条
的槽口，主要回收纸箱，下方有几个圆形槽
口，用于放塑料纸等不可回收的杂物。

田立涛是该校近邻宝店的店长，据他
介绍，“双十一”期间，该回收点每天可回收
箱子500-600个，“这已经基本满足快递员
发快递的需求，实现了纸箱的循环利用。”

④泡沫塑料处理起来有难度
快递纸箱可以当废品，或者回收，那

么包装箱的衍生品——泡沫塑料、塑料膜

处理起来就没那么方便了。
崔师傅每天下午5点钟有一项工作，

就是分拣小区居民扔弃的纸箱，“双十
一”之后崔师傅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他
说：“以前一晚上也就10来个纸箱子，‘双
十一’这几天达到 20多个。”崔师傅把纸
箱整齐地摞在一起，在纸箱堆的旁边还
有一小堆白色泡沫塑料，他表示，这些泡
沫塑料都是从纸箱里捡出来的，“纸箱还
能卖个废品，这泡沫塑料完全没用。还有
那些塑料包装纸，捡垃圾的都不要。”

刘先生对“白色污染”也深有同感。
“举个例子，我买了个床垫，这床垫是卷起
来快递的，电商将床垫放平之后整个套进
去包装，然后再卷起来快递，这塑料包装
的用量就太多了。”

【现状】

【困境】

送货收货频点不同难以回收

尽管圆通、顺丰、百世快递、中通等多家快递公
司设置了回收箱，但是对于其回收效果，一位不愿
具名的快递公司负责人坦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目的。”

究其原因，该负责人表示，快递小哥回收纸箱的
频点和消费者将纸箱交给小哥循环使用的频点不在
一条线上，“按照之前的设计，消费者在收到快递后，
将快递箱拆开，取出商品，然后将纸箱交给快递小哥
带回循环使用。可是，极少有消费者会按照这个节
奏来，大多是先收下，然后有时间再拆快递。而作为

快递小哥来说，那么多货物等着送，他也没时间等着
回收纸箱。”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有固定网
点回收，大部分消费者也不会拖着那么多纸箱、走相
对较远的路把箱子送到回收点。

中国快递物流行业高级专家邵钟林认为，从理
论上说，包装箱回收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就目前快递
公司的组织形式来看，并不适合做纸箱回收的工
作。他说：“现在快递公司做的都是单向物流，如果不
进行网络组织的改变，快递公司就很难实现回收的预
期目标。”

邵钟林建议说，快递服
务应该推进“最后一公里”公
共平台建设，比如说在小区
附近把几个快递公司的网点
汇集在一个平台上，“所有快
递公司都在这个平台上设
点，消费者有需要，快递小哥
可以把货物送上门，消费者
如果愿意也可以去平台自
取。这种网络组织形式就容

易集中回收大家退回来的空
箱。”

同时，邵钟林表示，要实
现绿色快递还需要在快递包
装材料上下功夫，尽量用纸
质包装以及可降解的包装材
料。另外，从电商角度来说，
应该配备多种体积的包装纸
箱，避免使用很大的箱子装
很小体积的商品。（吴婷婷）

【举措】

快递服务推进“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