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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眨眼就到，在“就地过年”号召
下，不少在陕西奋斗的“打工人”选择原地
过年。这几天，年货市场火热，人们进入
囤货模式。人多了，餐馆、超市都开门
吗？同时，“酒店度假”成为春节休假的新
方式，温泉酒店与高星特色酒店受到热
捧，订单量占据整个春节档的80%。

蔬菜熟食供应正常

零售商超营业时间调整

据了解，为了方便春节购物，西安部
分零售商超提前进行了备货，保障春节期
间供应充足。

春节期间，永辉超市正常进行蔬菜、
水果、熟食等商品供应，保证“菜篮子”货
足价稳。据店员介绍，他们的营业时间会
在春节假期有所调整。“除夕当天是早上8
点营业到晚上7点，初一是9点到19点，初
二是 9点到 20点，初三是 9点到 21点，初
四起就正常营业了。”

为方便采购年货，华润万家超市延长
了营业时间，2月 4日至 10日各门店在原
闭店基础上推后半小时闭店（V+门店除

外）；大年三十当天门店开门时间不变，闭
店时间调整为 18点；从初一开始，门店恢
复正常营业时间。

春节期间,西安盒马鲜生各门店不打
烊，保障供应。“为了方便市民采购，腊月 e
二十九我们各门店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大
年三十当天会提前开门。不过需要提醒
的是，大年三十下午 18点，我们会提前闭
店。”盒马鲜生负责人表示，盒马鲜生近期
加大了民生类商品的备货量，蔬果、粮油、
民生品等备货齐全，确保供应。

此外，西安市商务局 2月 3日发布投
放政府冬春储备蔬菜的公告。从2月3日
起到 2月 9日，西安市将向全市 187个超
市、市场投放12000吨土豆、白萝卜、白菜、
大葱、胡萝卜、冬瓜、南瓜、洋葱、圆白菜等
品类的蔬菜，售价均低于市场零售价 10%
以上。

外卖平台不停歇

不会做饭的“打工人”别愁了

不少留陕过年的“打工人”不精通厨
艺，过春节就怕外卖断了档。饿了么平台

上超过一半的零售商家今年春节期间将
照常营业，大家可以照样点外卖。

饿了么年货节活动负责人介绍，今年
平台诸多餐饮商家都上线了年菜半成品，
部分商家甚至开设了零售门店，销售半成
品、预包装食品等。

由于今年“就地过年”的人数增加，饿
了么平台上以年菜半成品礼盒为代表的
礼盒类商品，订单量已增至去年春节前同
期的 4倍以上，预计大年夜起还将迎来新
一轮订单高峰。

此外，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西安不少
餐馆推出了外卖年夜饭套餐，既有家庭小
型套餐，也有多人团圆套餐，让大家省时
省力吃上团圆饭。

西安饭庄推出吉祥如意宴（4-6人），
包括葫芦鸡、关中卤豆腐等陕西名菜；德
发长推出的 4人年夜饭套餐，内含凉菜、
热菜以及水饺主食等。西饮集团电商负
责人贾仙地表示，目前各个门店通过精
选本地名菜，以套餐形式方便留守过年
的人们下单体验陕西美食，可以体验到
不一样的年味儿。

温泉度假型酒店受追捧

搜索量较1月增长近七成

据携程集团陕西酒店业务负责人介
绍，在温泉度假是大家出游的首选，春节
期间的温泉旅游市场一直很火爆，今年受
疫情影响，留在陕西过年的消费者增多，
城市周边温泉酒店的搜索热度持续升温，
搜索量较1月份增长近七成。

数据显示：西安华清御汤酒店、西安
华清爱琴海国际温泉酒店、眉县太白山御
龙湾温泉酒店、海棠太白度假酒店、太白
山万国酒店、逸景营地（眉县秦岭太白山
温泉营地）、咸阳海泉湾温泉世界、咸阳海
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等温泉度假型酒店
成为陕西地区关注度最高的酒店。

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春节黄金
周期间，陕西温泉度假酒店价位较之 1月
份并未有太大增长，标准间房型预订较为
充足，但温泉独栋别墅因自带“独立泡池”
更加私密，受到不少家庭游、亲子游消费
者的喜爱，此类房型的预订较为紧张。

（综合）

外卖可以继续点 温泉酒店被热捧

请收好这份留陕过年攻略

“女儿每天跟我一起上下班，别提她多高兴了。
单位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让我们很感动，工作起来也
没有了牵绊。”提起工会办的这件贴心事，铜川市养
老保险经办处职工赵红艳的脸上写满喜悦。

进入寒假后，“娃去哪儿？”成为许多坚守岗位职
工的心头“大难”。有的只能将孩子“托运”回老家，
有的无奈把孩子托付给朋友临时照顾，有的则迫不
得已让孩子独自在家。

为解决一线职工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工作，
更好服务参保群众，铜川市养老保险经办处工会
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开放图书阅览室供职工
子女使用。孩子们可以在图书阅览室完成寒假作
业、看书、听故事等。大家都说，爱心托管班办到了
职工心坎上。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爱心托管班解职工后顾之忧

本报讯（凌旎）近日，网
上有消息称，“爆竹燃放后产
生二氧化硫，可以与空气中
的水形成稀硫酸气溶胶，有
消毒作用”。对此，西安市生
态环境局进行辟谣，燃放烟
花爆竹并不能杀死新冠病
毒，此行为还可能对人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解
释，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
等有害气体，大量燃放时，如果适逢无风
或低气压的天气，有害气体无法飘散，就
会强烈地刺激人的呼吸道，引起支气管炎
等呼吸系统疾病；燃放鞭炮所发出的噪音
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影响，不仅会损害
听力，还会损害人的心血管系统。城区的
建筑越来越高，人口越来越密集，高空烟
花等的燃放极易引发火灾，直接危害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自 2021年起，西安全市范围内
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西安市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违反禁
售规定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并勒令停止以及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
与违法所得。违反禁燃规定的，个人处三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由公安机关责
令停止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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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欢喜祥瑞

↑近日，奋战在中老铁路国内
玉磨段的陕西籍员工，响应“就地过
年”倡议，选择在项目上过年。为

此，中铁一局玉磨铁路铺架制梁项
目部为工人举办文体活动，让他们
安心过年。 刘顺良 摄

←近日，中建二局二公司
西安湖滨府 B 区项目部开展

“防疫当前 就地过年”倡议
活动。图为项目职工和劳务
工友在横幅上签字。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我叫安安，是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电务段的一名‘新工’。”
这个迈着小短腿高兴地运
送电动转辙机的AGV机器
人，是去年 11 月被“分配”
到西安电务段检修基地“工
作”的。

2 月 4 日，记者探访西
安电务段检修基地，看这些
铁路上的幕后工作者如何
为春运“保驾护航”。

“别看安安是个只有75
公分高的‘小矮子’，但却是
整个检修基地实现智能化、
标准化、流水线作业的‘硬
核’支撑。”西安电务段党委
宣传助理员王菲向记者介
绍。目前使用的ZD6型电
动转辙机重约 320斤，没有
实现智能化前，要四个人铆
足劲才能抬得动，而且搬运一台
转辙机到工位需要 20分钟左右，
费劲又不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师傅只需
要简单操作一下控制电脑，一台
名叫“西西”的工业机器人便挥舞
着橘黄色的手臂轻轻一抓将转辙

机放到安安肩上，它哼着音
乐，扛起就跑，不到3分钟就
能运送一台。这既极大降
低了师傅们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运送过
程绝对安全。

这只是检修基地智能
化的一角。走近抛丸机房，
整齐排放着转辙机箱。“这
些是已经达到轮修周期，需
要重新修理的下道转辙机
箱。”电转机工区工长邢登
峰说。机箱通过吊装进入
抛丸机房，进行除锈、打磨、
抛光，然后到喷漆房进行喷
漆，原来整个工序下来需要
8天时间完成，现在用自动
表面处理设备只需要 20分
钟左右就能完成。原来人
工拆解转辙机的年检量在
300余台，实现智能化后年

检量达到1200余台。
今年是西安电务段检修基地

成立以来面临的第一个春运“大
考”，看着每个智能检测台前忙碌
的身影，西安电务段已全力投入
春运这场“战役”……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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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西安市浐灞第一学
校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番忙碌景象。

2月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建
三局丝路会展安置项目浐灞第一学
校项目部坚守工地的工人已达 200
多人。该项目已完成主体建设，全面
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5月竣
工验收，9月如期开学。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

→2 月 6 日，在西安义乌小商
品城，市民正在挑选购买年画。

陈国军 摄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张辛欣）记
者7日从工信部获悉，为了规范APP任意
收集、使用麦克风录音权限，工信部已发
布《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
规范》。同时，工信部正在起草《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
定》，划出底线，明确红线，更好保护个人
信息，促进APP市场健康发展。

工信部介绍，正在起草的《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了知情同意和最小必要两项个人信
息保护基本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要求从事
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以清晰易懂
的语言告知用户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由用
户在充分支持的前提下作出自愿、明确的
意思表示。最小必要原则要求从事APP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
控制，不得从事超出用户同意范围或者与
服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指出，工信部将进一步完善《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加快文件出台进程。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麦克风权限滥用”“未经用户同意
擅自读写相册”“过度索取通讯录”“隐藏个推关闭选项”等当前
用户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高效推进全国APP技术检测平台建
设，形成全年检测 180万款的覆盖能力。

（上接第一版）
发电机断路器作为保证发电

转子运行安全的“护卫”，被广泛应
用在国内的水电站和火电站中。
但是这个装置一直是由国外垄断，
要价上千万元。“外国人能做，我们
也能做。”胡步洲跟自己较劲儿，
2013年起项目团队开始研发。“经
过几年的研发、调试、试验，我们的
产品于2017年问世并使用在三峡
工程，这引起国外厂家大幅度降低
报价，为了避免国内市场份额流
失，还主动寻求与我们合作，解决
了国内发电机断路器的‘卡脖子’
项目。”胡步洲骄傲地说。

“遇到困难，要想办法，怎么
干、怎么突破？”胡步洲一直给自
己鼓劲打气。2007年，公司750千
伏罐式断路器试制装配调试，因
为是超高压、挑战大，试验参数非
常严苛，而且这个项目是国内首
个，没有任何经验借鉴。在整个
装配过程中，上百个大大小小零
件的规格、样式乃至洁净度他都
要认真仔细检查，在装配时详细
对照图纸参数和工艺要求。就这
样，经过一年时间反复拆装试验，
成功完成了样机制造及全部型式
试验，填补了国内该项技术空白。

多年来，胡步洲还承担了多
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网建
设项目的试验认证，如巴基斯坦
塔尔煤电 550KV 气体绝缘变电
站、印度国家火电 420KV气体绝
缘变电站新品研发装配试验、美
国通用电气合作项目的 252KV
双动断路器验证等，均取得国际
实验室认证报告。

培养徒弟要“做得”
“胡师傅，干活精细。”“只要

是他干过的活儿，你就放心。”“技
术方面有啥问题，就去请教他。”

“在国外安装项目遇到难题，给胡
师傅发个视频，难题就能迎刃而
解。”胡步洲在同事和徒弟心目
中，像是传说一样的存在，而这也
是他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在装配开关灭弧室，对清洁
度要求非常高，一般在十万级洁
净室装配，因为空气中漂浮的灰
尘颗粒都会对开关内部绝缘性
能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设备线路
运行。“经过他擦拭过的绝缘
件，看着像镜子一样光亮，清理
过的导体件，摸着像丝绸一样光
滑干净。看到地面有很小的垃
圾异物，他都会弯腰捡起来。”
徒弟高永超说。

在装配的全过程中，他对每
一个零部件都仔细检查，即使很
熟悉的装配细节，也要在装配时
详细对照图纸和技术要求，防止
图纸上一个细小的改动被习惯性
装配所疏忽。

“从师傅身上学到的不仅是
技术，更是严谨的工作态度。”高
永超说，师傅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尽职尽责，对待同事温暖如火，对
待自己却近乎苛刻。

“要想带好队伍、培养好徒
弟，就得自己先‘做得’。”胡步洲
说。截至目前，他带教徒弟 50多
名，均已成为公司一线技能骨干
或班组带头人。他也成为西安技
师学院的技能导师，成功完成了
从“工”到“匠”与“师”的蜕变。在
大家的心中，他是一直用实际行
动传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对企
业这个“大家”有着说不完、道不
尽的情怀。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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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
意我省撤销旬阳县，设立县级旬
阳市，以原旬阳县的行政区域为
旬阳市的行政区域。旬阳市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瑞莲路 5号。旬阳
市由陕西省直辖，安康市代管。

安康市位于我省东南部，地
处秦巴山区、汉水之滨，与湖北、
四川、重庆接壤，区位优势明显。
旬阳县域经济独具特色，是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扩权试点县。

近年来，旬阳依托生物、矿
产、水能、旅游等资源优势和旬阳
省级高新区平台，初步形成了农

业以烟草、拐枣为特色，工业以富
硒食品、新型材料、先进制造、生
物医药、清洁能源为主导，服务业
以商贸物流、文化旅游为龙头的
产业体系，县域经济总量、发展
质效、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引领
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设立县级旬阳市，有利于
充分发挥旬阳资源优势，推动
陕南绿色循环发展；有利于推
进城乡统筹和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巩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乡村振兴及城乡公共
服务一体化建设。

国务院同意旬阳撤县设立县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