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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月 22日，记者从西安市政府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西安市生产总值10020.39亿元，比上
年同比增长5.2%，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综合实力、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社会生产力稳步提升。粮食产量创 2014年以来新高，工业
新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信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净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500余
家，总数突破5000家；“五上”企业达到8869家，本年净增927家。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动能转换实现新突破

西安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6+5+6+1”现代产业
体系壮大成势，高、新产业成为带动增长的主动力。规上工业六
大支柱产业产值增长23.7%，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长23.4%，
规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3.3%，均快于规上工业总产值增
速。1-11月，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5.6%，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
增长24.7%和9.6%，远快于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

补齐民生短板、改变城市面貌取得新成效

借全运会“东风”，西安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强力推进赛
事场馆及配套建设，扎实开展“三改一通一落地”，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城市形象和综合承载力大幅提升。就业市场形势企稳，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15.3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64%，控制在4.5%
的预期调控目标之内。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1%、
支出增长 8.5%，基本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实现了保持物价总体平稳的调控目标。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扎实办好惠民实事，教育、卫生、文化、
体育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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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笏山金矿事故
救援现场多名被困人员
升井，是生命的奇迹，也
是救援工作不抛弃、不
放弃的结果。10 多天
来，井上井下一直通力
合作守护生命的希望，

被困人员展现出了超
强的坚韧，救援工作也
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同
死神竞速。在困境中
齐心协力的坚持，换来
让人激动不已的欣慰：
平安。（王亚宏 陈灏）

不抛弃不放弃 总有奇迹

1 月 24 日，一名被
困矿工成功升井。

当日，记者从山东
栖霞笏山金矿事故应急
救援指挥部了解到，通
过回风井，被困“四中段”
和“五中段”的共11名矿
工成功升井。

1 月 10 日 14 时，山

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爆
炸事故，22名工人被困
井下。此前位于“五中
段”的 1 名被困矿工已
确认无生命迹象。目
前，仍有10人处于失联
状态，救援人员将继续
进行搜救。
新华社记者 陈灏 摄

11名矿工成功升井获救

短 评

口罩佩戴不科学规范，会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
选择合格口罩，包含防水隔离层的医用外科口罩

可以作为常规日常防护的基本装备。
佩戴要严密遮盖口鼻，注意正反和上下，调整鼻夹

至贴合面部，其他边缘与皮肤接触越紧密越好。

健 康 提 示

怎样佩戴口罩才算科学规范

本报讯（谭金花）1月18日，
安康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工会
和广大职工发出疫情防控倡议
书——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处于
关键时期，全市各级工会和广
大职工要迅速行动起来，展现
工会组织和职工的担当作为。

倡议书提出，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要全面开展保障坚守岗
位一线职工慰问工作，加大对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服务群众、
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一线职
工的慰问力度，让职工生产生
活安心、舒心、放心。

倡议号召，全市广大职工
要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尽量选
择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外出，减
少走亲访友。同时，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把疫情传播风险降
到最低。

安康市总倡议：非必要不外出

扫码、测温、自动闸机、安检……
1月 23日，记者经过一系列进站程
序，来到西安北站，了解铁路部门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

进入二楼候车大厅，乘客并不
是很多，看到有的保洁人员拿着消
毒喷壶来回在地面喷洒，有的拿着
消毒毛巾认真地擦拭着座椅的每
个角落。

“为给旅客提供安全的出行环
境，我们对管内各火车站售票厅、候
车室、电梯、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 4
小时不少于一次预防性消毒，每周
不少于一次全面预防性消毒。”西安
北站客运车间技术员李磊向记者介
绍，对旅客列车上的卫生间、厕所、
盥洗室等公共区域，每 4 小时不少
于一次预防性消毒；始发、终到有高
中风险地区的，每 2小时不少于 1次
预防性消毒。旅客列车每月不少于
一次全面预防性消毒，及时阻断传
播途径。

在候车大厅，记者还发现一个智
能自助导航系统和人脸识别系统。
李磊介绍，这个自助系统可以替代一
部分人工咨询服务功能，乘客通过人
脸识别系统了解乘车信息和检票窗
口，然后在自助导航系统找到具体位

置，点击“语音导航”，便可清晰听见、
看见行走路线，方便快捷，也避免人
员聚集在人工咨询台。

记者看到，车站还增设了口罩自
助售卖机，旅客只需通过手机扫码支
付，就能购买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医用
外科口罩。

火车站是旅客平安出行的第一
关。随着 2021年春节假期临近，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西
安铁路局）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强化人、物同防，织密铁路疫情
防控安全网。

西安铁路局劳卫部卫生科科长
屈迪介绍，开辟重点旅客专用通道，
引导旅客刷脸进站，最大限度减少肢
体接触，防止滞留聚集。在进出站口
进行测温，并设置隔离区域，发现旅
客体温高于37.3℃时，第一时间移交
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排查。在旅客列
车上设立隔离席位，餐车要求就餐人
员不多于餐桌数量；做好职工个人防
护，及时向工作人员配发足量防控用
品，并对所有客运人员定期进行核酸
检测。 本报记者 牟影影

西安铁路局织密疫情防控网

公共区域4小时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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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的锦里火锅店优先
录用听障人士当服务员的暖心举动
走红网络，因与店内服务员交流时
通过手牌和写字板，这家店被顾客
们评为“最安静”的火锅店。

据该店的老板张先生介绍，早
在五年前创立品牌的时候，他就想
为听障人士提供职位、创造就业机
会，“创办品牌之初，由于朋友的亲
人中有一位是聋哑人士，我就在想
这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能不能有
机会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温馨的共
同工作的环境”。

张先生认为，对特殊群体最大
的善意，不是提供了多少特殊的照
顾，而是结合他们自身的情况，在
适当的岗位上，给予他们同等的待
遇与机会。于是，包括他在内的几
个合伙人开始为这个特殊群体如
何在火锅店供职进行了很长时间
的摸索。

由于火锅店内可供选择的职务
不多，该为他们提供一个怎样的职
位成了困扰张先生的问题。起初，
门店的普通员工建议将听障人士安

排到传菜员的岗位上，但是后来经
实践发现传菜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
与人沟通与交流，比如：在听障人士
传火锅时，由于听不到其他人的声
音，在工作过程中容易受到惊吓，端
着火锅十分危险。

在几个门店试验之后，张先生
决定将听障人士全部换到服务员的
岗位上。可是在调整之初，他发现
有一些人不认识拼音，在正常的输
单器上输单比较困难，容易下错单，

“考虑到这个问题，火锅店又将输单
器改为 iPad菜单，让客人可以自助
下单防止他们操作失误。”张先生
说，经过四年的摸索，最终确定将店
面内前厅所有服务员的岗位换成聋
哑人，在客人进门时会先由店长或
主管为客人解释流程，而后由听障
服务员为客人服务。

他说，截至目前，该品牌在西
安已开设 6家火锅店，平均每家店
有六七名听障工作人员，店外常年
贴着招募听障人士员工的招聘启
事，每个分店开业之初便会特地招
募听障人士，组织店内的普通员工

为他们进行培训，“刚开始时的沟
通培训进展并不容易，因为店内一
直没有专业的培训人员，再加上他
们表达句子主谓宾的顺序跟普通
人不一样，所以需要依靠普通员工
与听障人士长时间的沟通交流来
培训相关内容”。

张先生解释，听障人士参与社
会正常工作实属不易，旁人的耐心
与认同为他们的求职之路奠定了基
石。门店内所有听障人士的薪资待
遇与普通员工相同，甚至有两位品
牌创立时就加入的听障员工，两年
后就成为门店的股东。

张先生说，为了使听障服务员
与客人更好地沟通与交流，店里设
计了三种与客人的沟通方式。

第一种是振动手表，客人点击
桌上的呼叫器后，听障服务员手上
的手表就会震动，并且显示“几号
桌需要服务”，随即服务员便会去
相应的餐桌进行服务。

第二种沟通方式便是呼叫器旁
边的爱心手牌，每个餐桌上备有“买
单”“啤酒”“加汤”等字样的爱心手

牌，客人在用餐过程中通过举手牌
来提示服务员。

第三种沟通方式便是拿起桌上
的笔和小本写字进行交流。

来门店消费的客人大多都对店
员的服务与环境表示满意，网上也
不乏关于锦里火锅店的高赞评论，
不少网友在去过之后表示，不仅菜
品可口，企业文化也展现着浓浓的
人情味。一位网友这样评论：“他家
一直没有特意宣传这个噱头，3年前
去吃就是聋哑人士服务，没想到一
直在坚持，真的很棒！”前不久顾客
小叶带着一家人选择了这家火锅店
过生日，她说店家不仅送了水果蛋
糕、长寿面，“还有位聋哑女孩用手
语向我婆婆表达生日快乐的祝福，
一下拥有了2个生日蛋糕，婆婆很开
心，我是第一次来，听说听障服务员
是这家店的一大特色”。

张先生也表示，他听到最多的
评价便是“虽然服务员都是聋哑
人，但是丝毫不影响服务质量，没
有嘈杂的声音，也可以安安静静地
吃饭”。 （宋霞 陈萌）

优先录用听障人士当服务员

西安“最安静”火锅店获网友点赞 身边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赵瑞利）近日，《陕西省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明
确，今年起全省所有中小学应配备至少一
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每班每两周至少
一节心理课。

根据方案，自 2021年起全省所有中
小学（含教学点）应配备至少一名专职或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至 2023年全省所有
中小学均应配备心理辅导室，并切实发挥
其在提高全体学生心理素质、预防和解决
学生心理行为问题中的作用。

自 2021年起，全省各中小学要“一校
一案”建立心理辅导与危机干预机制。学
校心理辅导室应定期为全体学生进行心
理测评，并为学生建立成长信息记录，并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保存。

各校统筹利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每班每两周
至少 1个课时。同时，要注重引导学生
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最大程度地预
防学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行为
问题。

全省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心理健康教师

据新华社电 1月 22日起，滴滴老人
打车小程序在全国正式上线试运行，试
运行期间暂定名为“滴滴关怀版”。同
时，从 1月 25日起，在试点城市开通电话
叫车热线，并根据用户反馈逐步推广到
更多城市。

近期，交通运输部运输司组织8家网
约车平台公司，要求优化打车适老服务，
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
能。从1月22日开始，网约车平台陆续开
通老年人用车产品，争取春节前全部开通
试运行。

据滴滴方面介绍，在原有“关怀模式”
基础上，滴滴老人打车小程序对每一个细
节都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一键叫车”界
面去除了一些老年人不常用的功能，减少
误操作，同时采用大号字体、减少图片，让

老年人看得更清楚，方便操作使用。
滴滴老人打车小程序为老年人提供

10个常用地址，可提前输入超市、学校、
子女住址、医院等场景的地址。滴滴还成
立了老年人电话叫车小组，为老年人提供
电话叫车服务。

考虑到老年人不同的支付习惯，滴滴
提供线上支付及现金支付两种支付方式，
即呼叫滴滴快车可采用线上支付，呼叫出
租车可采用现金支付。

除了滴滴，嘀嗒、高德等公司也优化
了打车适老服务。高德打车上线助老打
车系列服务，推出新电召平台、一键叫车等
多项实用功能。对于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高德打车还将上线“一键叫
车”，无论目的地在哪里，都可以在各种场
景下一键叫车，无需输入起点和终点。

大号字体 能一键叫车电话叫车

滴滴推出老年人打车小程序

1月19日，工人在西安护城河清理河
道杂物。

据悉，自去年 10 月护城河及环城林
带改造提升工程完工后免费开放以来，兼

具生态景观、休闲娱乐与蓄洪滞洪功能属
性的护城河，在为西安市民提供一个免费
亲水平台的同时，也实现了“水清、岸绿、
堤固、洪畅”目标。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张毅伟）1月23日，西安市市
场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
食用农产品销售市场的监督检查，严禁销
售非法染色的食用农产品，严厉打击食用
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添加使用非食用物质
或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超标或使用
高毒禁用农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抗生素
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按照有关工作安排，市场监管部门将
以销售食用农产品的商场超市、门店及批
发市场等重点场所为检查对象，重点查看
批发市场落实进场检验制度情况，各经营
单位所销售食用农产品的产地准出证明、
可溯源凭证和质量合格凭证。

西安市监局提醒消费者：在采购食用
农产品时，应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
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尽量
不要从无证无照的小摊小贩处购买。

西安禁售非法染色食用农产品

（上接第一版）
12时 01分发车，半个小时抵达

保定。两分钟停车时间，3名其他车
次转乘旅客询问，能否补票到北
京。“您好，先生！按照防疫要求，补
不了！”她耐心解释。

12时 55分，20名旅客从高碑店
东下车，车厢内无一名无票进京者。

13 时 27 分，列车抵达北京西
站。杨倩协助一名抱小孩的女士下
车后，广播响起放行通知。

北京西站，喜鹊西飞
在北京西站一站台，一只喜鹊

落在了车厢上方的接触网。十多秒
后，展翅向西飞去。杨倩低头看看
工作信息，返程客流 888人，随口说
了一句“很吉利么！”

14时整，列车离开。
同来时空荡荡的车厢相比，返

程车厢里人气满满。看到一节车厢
行李堆在车门处，杨倩让列车员同
旅客沟通后，把行李暂时放在备用
厕所里。

“回家过年么！”一名 50多岁的
咸阳籍男子说，担心过几天回不去
了，便提前返乡。身旁一名 40多岁
的男子拿下行李箱，一边翻箱子里
塞满的文件，一边接听电话承诺：

“回西安后，绝不影响工作。”
返程人多，防疫是关键。每一

遍巡查，她都要检查门把手、厕所，
车厢的消杀效果。“姐辛苦了!”看到
保洁员忙碌，她总要说一句。

14时 45分，巡查结束。车厢显

示时速 306公里/小时，饥肠辘辘的
杨倩才开始吃盒饭。

窗边闪过石家庄市柳辛庄站，
一个三轮摩托车迎面而来。刚刚入
职的一名乘务人员喊出了声：“路上
有人耶！”15 时 04 分，车过石家庄
站，闪过的路面有行人，有屡屡白
烟，还有两面飘扬的国旗。杨倩对
新同事说：“石家庄疫情过去了。”

16时 28分，列车离开返程唯一
停靠站郑州东，却有乘客忘记行
李——一盒稻香村糕点。杨倩多方
联系，经协调由西安朋友代收。随
后，她又对接西安北站，帮一名孕妇
协调家人接站。

车过三门峡站，杨倩巡视车厢已
达7圈，超过5600米。杨倩所在的北

京车队，108名乘务员日复一日忙碌
在西京千里铁道线上。放眼陕西高
铁，每天都有上千名“动姐”从西安出
发，热情服务奔赴在26个大中城市。

这些年，杨倩最难忘的是上海
线路的一次行车。2018 年春节前
夕，华南罕见降雪，动车走走停停，
晚点8个半小时。厕所堵塞，旅客情
绪激动，作为列车长的她逐个车厢
安抚旅客，为了平复一名旅客的激
动情绪，把仅有的一包泡面送给对
方，自己饿了一天肚子。

18时19分，列车抵达西安。
这一路，平均年龄不到 25岁的

乘务人员，像他们夏装图案上的
“石榴花”一样，温馨服务着回家过
年的人们。 本报记者 薛生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