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综合新闻编辑：鲁 静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版2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明静）近
日，本报接到网友反映关于西安一小
区移动信号差，数日无人处理的情
况，经平台曝光后信号已恢复正常。

1月2日，网友反映在西安大兴西
路古都西苑小区内使用移动卡信号
弱，有时会显示 2G信号，手机上网经
常出现断网、视频无法播放等情况，
一周多不见修复。本报接到反映后，

及时通过微博账号进行曝光。随后，
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工作人员与本
报取得联系，并说明由于光缆架空落
地施工导致移动信号弱，保证会尽快
进行现场抢修。

1月 3日 14时，移动工作人员回
复故障已处理完毕，信号已恢复。新
媒体与投稿网友核实后获悉，网络信
号已恢复正常。

读者反映网络信号差无人管 本报新媒体曝光后得以恢复

据西部网 1月 5日，商务部官网发布《商场、超
市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其中明确，在商场、超市入
口处，要张贴健康码图识，增加体温测量设备，所有
人员健康码和体温检测正常、佩戴口罩方可进入。
顾客不戴口罩时，应拒绝其进入商场、超市。乘电
梯时要全程佩戴口罩。对于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群体，其健康码可采取凭有效身
份证登记、亲友代办、出示“通信行程卡”等替代措
施，做好人工服务引导。

《指南》中要求，商超应设置“一米线”，提醒顾
客排队付款结账时保持安全距离。工作人员与顾
客服务交流时宜保持安全距离，顾客选购商品时人
员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通过管控分流，减少商
场、超市内顾客人数。提倡顾客自助购物、非接触
扫码付费，尽量减少排队时间，减少人员接触。

此外，商超要加强通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节
日期间人流密集要增加消毒频次，保证室内空气卫
生质量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如使用集中空调，保证空调运行正
常，运行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定期对送风口
等设备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如存储柜、电
梯间按钮、扶梯扶手、公共垃圾桶等），每日清洁消
毒不少于三次。重点部位要做好消毒记录。保持
电梯、咨询台、售货区、洗手间、生鲜区等区域环境
整洁，及时清理垃圾。洗手间、生鲜区要做到无积
污、无异味。公用洗手间每日清洁消毒不少于三
次，门把手、水龙头、开关的消毒至少每两小时一
次，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或肥皂），保证水龙头等
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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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起，《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近日，笔者通过走访小区、同市民交谈了解到，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实行以来，不少西安人已经养成了按照“四分
法”进行垃圾分类的习惯，有关垃圾革命的坊间担
心不是问题。

2019年下半年，西安市机关、单位，住宅小区和
公共场所的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桶，升级为四色
垃圾桶：红色（有害垃圾）、绿色（厨余垃圾）、蓝色
（可回收垃圾）、灰色（其他垃圾）。笔者调查发
现，一年多来，许多西安人，特别是年轻白领逐渐
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7 岁的刘洁是省属国企陕文投职员，她已经
记不清多少次把各种遥控器电池、
水银体温计等有害垃圾打包，单独
投放到红色垃圾桶内了。她表示，
坊间虽然有垃圾归属分类不彻底的
传闻，但自己坚信这不是主流。

“我每天都让女儿在家把垃圾分
好类，家里的厨房、卫生间、卧室都
分别放了不同种类的垃圾桶。”居
住在未央区天朗蔚蓝东庭的住户王
女士说。

同她俩一样，在采访中，不少白
领主动践行垃圾分类。这些先行先
试到引领示范的群体观点总结起来
就是：往大的说，推行垃圾分类是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
项举措；往小的说，是国民个体素养
的一项衡量指标。

笔者梳理发现，过去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推动了西安市垃圾分类的进程。去年，普通百姓对
口罩、消毒水等用品的需求量激增，在各级政府，特
别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引导下，大家逐渐习惯将废弃
口罩专门剪碎后再投入到红色有害垃圾桶。

过去一年的医疗废弃物处理是绕不开的话题。
不少走访对象反映，疫情期间医疗废弃物转运箱式
货车随处可见，让大家十分安心。在医疗废弃物专
投专运的影响下，不少人不仅自己践行垃圾分类，还
有意识地从娃娃抓起。

在家里，年轻的妈妈拿着迷你版垃圾分类垃圾
桶，握着两三岁孩子的小手，把有各种垃圾图案的卡
通纸片，分门别类地投入各色垃圾桶。

在幼儿园，老师们也把垃圾分类当作必备课，引
导小朋友学习了解，并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调查视野拓展到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公共空间
等场所，笔者发现，孩子引导父母、爷爷奶奶分类投
放垃圾的现象司空见惯。

省生态环境厅的一位环
评专家说，十四运会召开在即，
有着上千万人口的西安市垃圾
分类正在加速推进，这必将成
为西安践行“生态文明”的生动
实践。 实习生 王诗婕市民自觉垃圾分类。

西安市民“四分法”投放垃圾习惯已养成

西府宝鸡历史悠久，誉称“炎帝故里”“青铜器之
乡”，出土了晚清四大国宝及石鼓、何尊等文物，更存
有西府社火、凤翔泥塑、千阳刺绣等传统中华工艺。

近日，记者在宝鸡采访期间发现，在非遗传承路
上，省人大代表王秀萍、敬萍积极引导群众学习非遗
技艺，以建立合作社、鼓励创业等形式带领大家致富
奔小康，用实际行动发出了“技艺传承就是最好致富
路”的乡村振兴最强音。

王秀萍：西秦仿真绣刺出美好新生活
走进设在千阳职业中专的“秀萍绣庄”，一幅幅作

品构图精美，色彩绚丽。尤其是青铜器系列自创作
品，以刺绣形式展示青铜器古朴典雅、历史悠久的特
点，给人浓浓的“青铜器之乡”的感觉……

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刺绣”传承人、千阳县秀萍
刺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秀萍正在悉心指导22岁的
赵青青绣着自己的专属作品。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技，学会一门手艺是脱贫
致富取之不竭的财富！”作为省人大代表，王秀萍牢记

代表担当和使命，在传承民间艺术中，用西秦仿真刺
绣为千阳妇女铺就了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近年来，经她设计的非遗作品达到上千件，全部
销售一空，绣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她也为职业中专
培训了 300多名学生，为社会培养了 600多名留守妇
女，而且涌现出了多家龙头企业，他们采取资金搭载、
项目捆绑来制作刺绣产品等形式，帮助贫困户走上脱
贫致富之路。

目前，全县从事刺绣制作的妇女已达近万人，实
现年销售收入 5000多万元，刺绣产业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

敬萍：泥疙瘩扛起六营致富“半边天”
走进凤翔县六营村叶子工艺坊，32岁的负责人

胡玉洁正埋头娴熟地绘制着泥塑，很难想象 2013
年因为一次事故落下残疾的她，如今靠着做泥塑，
不仅摆脱了贫困，年收入达到十几万元，还在宝鸡
市买了房子。

虽然凤翔六营村自古就有泥塑的手工艺生产历

史，但由于生产理念、工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到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泥塑工艺曾一度渐趋没落。

凤翔胡氏泥塑第六代传承人、凤翔县西府巧女手
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敬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她和丈夫一起攻关，历经三年时间、800多次的实验，
终于研制成功摔不烂泥塑生产工艺，破解了数百年来
凤翔泥塑易损难运的难题，使泥塑生产周期比原来缩
短 80多倍，效率提高 60多倍，为凤翔泥塑走向全国、
甚至全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敬萍第一时间将这些新的技艺通过各种方式推
广给村民，并通过自己的合作社帮助村民销售他们的
手工艺品。

在她的带动下，全村民间工艺生产从业人数达
300多人，年产各种传统手工艺产品 10万多件，产值
达7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技艺传承铺就致富路
——省人大代表王秀萍、敬萍致力乡村振兴小记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你为什么每
天上午 10 点到 10
点半都不在工位
上？”近日，有网友
发帖称，公司给自

己发了智能坐垫，结果却被公司人事“盯”上了。
智能坐垫可以记录心跳、呼吸、坐姿等数据，运用

得当的话，不失为一件“科技好物”。然而，网友的提
醒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员工使用智能坐垫
的所有数据都在老板的监控之下，甚至成为评价绩效

考核的工具和手段。
这让人想起不久前员工因上厕所次数多被罚

款事件。从用于追踪员工效率的 AI 系统，到困在
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高科技监控员工”的新闻屡屡
引发关注。

智能坐垫的本质，不过是披上测试甚至福利马甲
的高级监视器，背后是肆意压榨员工的诡秘心机。

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让许多企业的管理更加细致，
无可厚非，然而使用管理工具要掌握好分寸，不可随
意过界。如果监控过多过滥，形如“天网”，会让员工

感到焦虑不安，造成“时时刻刻被监控”的压抑氛围，
影响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工作热情。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于该企业的智能坐
垫是否存在超范围监控员工、肆意处罚的违规行为，
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应当积极介入，履行监管责任，及
时叫停越过法规底线的“监控”行为，而不能置若罔
闻，听之任之。

（斯涵涵）

智能坐垫岂可用来监控员工

1 月 5 日，西安钟楼邮局
门口异常热闹，室外虽然寒
冷，排起长龙的集邮爱好者
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焦急等待一睹《辛丑年》特种
邮票的“芳容”。

据了解，《辛丑年》特种
邮票一套2枚，全套邮票面值
为 2.40 元，邮票图案名称分
别为奋发图强、牛年大吉。
本次西安市共发售《辛丑年》
零售量套票56500套，小本票
2800套。

据悉，钟楼邮局等 16 家
邮票零售网点只销售两天。

凌旎 摄

本报讯（王海鹏 杜康琪）“天空灰蒙蒙的，也
不见下雪。”元旦假期刚过，雾霾又回来了。笔者
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新一轮冷空气已经在路
上，1 月 6 日开始全省迎来降温，届时雾霾情况将
得到改善。

6 日: 陕北、关中晴天间多云，陕南阴天间多
云，陕南南部局地有雨夹雪或小雪。日平均气温陕
北大部下降 6℃至 8℃。陕北大部、关中东部有 5-6

级偏北风。7 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南阴
天，陕南部分地方有小雪。日平均气温陕北、关中
下降 6℃至 8℃，局地下降 10℃，陕南下降 4℃至
6℃。8日：全省多云间晴天。9日：全省多云间晴
天。10日：陕北、关中北部多云间晴天，关中南部、
陕南阴天间多云。

未来 3天关中大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般。6
日、7日：全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2级，较有利于空

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8日：西安、咸阳、宝
鸡、渭南、杨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3级，对空气污染
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

提醒市民注意，这几天应减少户外活动，尤
其是儿童、老人、孕妇及心肺疾病患者应减少外
出，多在室内运动或调整锻炼时间，尽量避免霾
污染高峰时段外出锻炼，必须外出时应佩戴有呼
吸阀的防污染型口罩。

今日全省降温 建议减少户外活动

本报讯（王文静）近日，气温骤
降，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火力”全
开，全力备战迎峰度冬，确保市民生
产生活用电无忧，彰显了国有企业的
社会责任担当。

该公司克服西安地区环保排放
升级、煤质变化大、供热循环水流量
释放不充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紧跟时
令，迎寒而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

情况和负荷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提前对整个热网进行升温加热，
防止气温骤降后供热参数出现波动；
另一方面运行部加强巡检及监盘质
量，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从而提
高机组抗寒能力。

截至去年底，该公司四台机组运
行持续稳定，全年完成发电量 45.96
亿千瓦时，供热量772.11万吉焦。

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 确保居民温暖过冬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近日，陕建集团装饰公司开展“心
系职工 冬送温暖”活动，为各项目部

人员送去毛毯、手套等物品，使寒冷的
施工一线多了一份温暖。 庄萱 摄

（上接第一版）
为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端石油

装备及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的国产化，
在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卧式
水下采油树的研制生产中，输油管线
采用双相不锈钢特种材料，管壁厚、
现场配焊接口间隙不易控制、焊接易
变形，焊接难度非常大。为了解决这
一困难，商杰查阅相关资料，和技术
人员一起反复试验，终于制作出了焊
接工装。

在水下采油树主轴塞焊孔焊接
中，材料为超耐磨镍基合金，商杰发
现塞焊孔深度较大，空间有限，用以
往的方法焊接很可能影响焊接质量，
于是他向工艺部门建议改变焊接方
法，保证了所有焊缝一次探伤合格率
100%。

商杰在做好日常工作之余，经常
利用空闲时间主动学习焊接理论知
识，提升自身专业技术水平，并发明
了一系列小工具、工装，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成功申
请9项国家专利。

为推动企业焊接自动化、智能
化，商杰还多次外出考察，引进自动
化焊接机器人、焊接悬吊臂等一系列
新装备。在新装备的推广应用中，商
杰通过改进工装，提出将焊接机器人
专用桶装焊丝应用于焊接悬吊臂自

动化焊接工艺，并制作了游车侧板一
体化焊接装置，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
度，提高生产效率。

慷慨授艺做好传帮带
作为一名焊接高级技师，商杰还

坚持做好“传帮带”工作，将自己的一
身本领倾囊传授给其他员工。与商
杰亦师亦友的郑力恒说，他跟商杰学
习了很多焊接知识和技巧，“商师傅
的焊接技能非常过硬，一直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今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在疫情防
控期间发挥“传帮带”作用，宝石机械
创办了“钢构云课堂”，为员工提升技
能搭建了线上学习平台，商杰主动担
任线上讲师，录制焊接技能教学视频
供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同时，他还经
常帮助其他企业解决焊接难题，先后
多次前往宝鸡周边企业、成都专用车
公司等进行技术培训交流，累计培训
300余人次。

商杰还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和大
量实验，总结编制了《西电油箱焊接
质量控制要点》《钢结构通用焊接工
艺》等内部培训教材，在国家级期刊
发表了《变压器箱体中紫铜板与箱壁
的焊接》《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质量
控制及应用》等9篇论文，为宝石机械
的钻机生产规范化作业提供了有效
指导。 本报记者 赵院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