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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中建八局西北公司第一分公司
雷锋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陆港·宁海湾项目举

办。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爱心义卖、爱心义诊、
爱心理发等环节。 白洁雅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围绕西
安枢纽铁路沿线环境整治、中国少年儿童平安等重点工作，开
展“岗位学雷锋，争做好青年”系列活动。 马小妹 摄

在西安，有这么一支队伍，他们虽然
人数不多，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
大群众的认可，他们就是西汽集团“雷锋
车队”。

西安市西汽集团“雷锋车队”成立于
2004年，到现在共有出租车 100辆。“雷锋
车队”以学习雷锋精神为己任，立足岗位，
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大
众、营造温馨、传播文明”的服务宗旨，以
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提供免费的乘
车服务，始终活跃在文明行车、高考送考、
尊老爱幼等爱心活动中。

注重细节 细致服务
“马达一响，集中思想，车轮一动，想

着群众。”这是西汽集团“雷锋车队”副队
长王志忠对自己的要求。作为西安“雷锋
车队”的发起人之一，王志忠始终将乘客
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除了针线和纽扣、晕吐袋、卫生纸……
西安“雷锋车队”的车内还配备有医药箱，
以备乘客的不时之需，车内还配有晴雨伞，
帮助有需要的乘客遮阳避雨。

25年的高考送考历程，也让王志忠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年高考的前一天，他
都会提前熟悉路况，保证能将考生顺利接
到送到，并且在他的车上还放有橡皮、2B
铅笔等文具，及时为一些考生解决困难。

“在火车站、汽车站，很多乘客排队坐
车，只要我们‘雷锋车队’的车往那一停，
很多乘客就会拿着行李硬挤着来坐我们

的车。”王志忠自豪地说。
“特殊”乘客 优先服务

“不管是有困难的乘客给我们打电
话，还是在马路上碰见有需要的乘客，我
们都会第一时间优先服务。”王志忠说，

“有一次，在三桥附近马路边上坐着一位
老人，我已经把车开过去了，发现老人好
像有要打车的想法，但是她动作比较迟
缓，我又把车倒回来，问她是不是走累了，
老人说是实在走不动了，想坐车回家，于
是我就把老人扶上了车，并把她送回家。”

优先对抱小孩和孕妇提供服务，只要

在马路上，遇见有坐轮椅的乘客招手，优
先为他们服务，主动把乘客背上车。对于
特殊人群，“雷锋车队”已经形成常态化优
先服务的理念。

不畏风险 坚守岗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安市大

部分公交车、网约车等都暂时停运，很多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出行遇到了
困难，为此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专门组建
了一支“抗疫志愿团”，“雷锋车队”的全体
成员都参加了，承担起为西安交大一附院
医护人员提供出行服务的任务。48天时
间里，队员们不畏风险，坚守岗位，日夜奋
战在交通保障的第一线。

西安“雷锋车队”的这些的哥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从服务
细节出发，弘扬雷锋精神，成为一张亮丽
的城市名片。 实习记者 李旭东

百姓身边的活雷锋
——记西安市西汽集团“雷锋车队”

本报讯（葛琦）为弘扬雷锋精
神，引领新时期志愿服务新风尚，3
月5日，省总工会第七党支部党员与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机场分公司

党员联合开展“携手雷锋日 环保
志愿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在渭河城市运动公园开
展，志愿者对园区的废弃物、纸屑、

果皮、烟头等垃圾进行了清理，统一
分类投放至垃圾箱。志愿者们希望
用实际行动呼吁全社会增强环保意
识，为十四运会增光添彩。

省总工会第七党支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翟斌晶 穆晨曦）3月 4
日，陕投集团华山创业公司工作人
员来到商洛市洛南县石门镇开展

“定点救助帮扶践行雷锋精神”学雷

锋爱心助学活动，重点围绕“特殊”
儿童群体，传递爱心，与爱同行。

当日，志愿者代表们为孩子们
送去了 7000元救助金和价值 1000

元的生活物品，鼓励贫困家庭人员
树立信心，积极作为，争取早日过上
好日子。同时，确定 5名学生接受
华山创业的帮扶。

华山创业公司走进大山帮扶贫困儿童

本报讯（胡艳 曹锋）3月 5日，
延长石油炼化公司学雷锋志愿服务
月活动正式启动，志愿者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

各单位志愿者组成的小分队分
别到达指定地点进行捡拾白色垃
圾、清扫清理整顿，区域环境焕然
一新。后续，炼化公司团委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推行常态化志
愿服务工作，引导团员青年从身边
小事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为构
建和谐美丽炼化贡献青春力量。

延长石油炼化公司学雷锋见行动

“集团上市代码 600248，
‘十三五’期间新签合同额超
万亿元，营业收入突破 5000
亿元，在迈向世界 500强的路
上，我们需要建筑设计类、工
程管理类、能源化工类、财务
管理类、职能管理类的数十
个专业岗位，提供五险一金等
相关的国企所有福利待遇，以
及住房补贴、职级晋升等待
遇，像博士研究生年收入可达
20万元，并提供 90 平方米的
免费住房……”3 月 5 日上
午，在陕西省总工会 2021 年
春送岗位云行动暨送岗位直
播活动中，陕西建工控股集
团工会主席刘小强的介绍吸
引了大量求职者的关注。

当日上午 10 时 05 分，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郭大为以及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工
信厅、省民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扶贫办、
省妇联等省级有关单位领导共同按下启动
球，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行动在全省统一联动进行，采取
“云招聘”方式，为农民工、去产能企业下
岗职工、高校毕业生等有就业意愿的群体
提供岗位。

“企业成就不单单在于取得的成绩和
效益，还在于帮助政府解决了多少就业。”
现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郭大为在直播现场分别与各企业负责人交
谈，详细询问企业招纳就业情况，并鼓励企
业多提供就业岗位。

“感谢咱省总工会给我们企业提供的
机会，通过直播拉近我们和求职者的距
离。既能展示企业文化、用工需求和薪资
待遇，也能让求职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岗
位，可以说是搭起了企业与求职者的‘云
鹊桥’。”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等相
关企业现场招聘负责人表示。

活动现场，陕西建工集团、西北工业集

团、中建七局建装公司西北分公司、中建
新疆建工西北分公司、中钢集团西安重机
有限公司等来自全省各地的 22家品牌效
应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的工会主
席、劳模工匠在镜头前纷纷变身“网络主
播”，通过“陕西工会”公众号、APP和“前程
无忧”APP，向求职者介绍企业文化和岗位
需求以及薪资待遇，并为直播互动区的求
职者答疑解惑。

“大家好，我是张新停，希望大家关注
技术工人，走向技能岗位，跟我一样学技能、
赛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走技能报国之路，
为企业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
我们国防建设增添力量！”网上活动高潮迭
起，尤其当来自西北工业集团的全国劳模、
大国工匠张新停上场时，气氛更是热烈。

作为企业成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明星
职工，张新停的技术成长过程和环境成了
西北工业集团招聘最具说服力的活广告。

“大家想和全国劳模一起工作吗？赶
紧点击一键投递简历，就有机会和全国劳
模一起工作。”主持人激动地说。广大求职

者不仅从直播中了解了相关
岗位的收入待遇，更从张新停
的成长看到了企业对人才的
重视。一时间，各种咨询不
断，异常繁忙。

“我们的工作区域主要
分布在陕西、河南、甘肃和海
外地区，待遇和福利都非常
好，既有五险一金，公积金也
会为大家交到 12%的最高标
准。”中建新疆建工西北分公
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奥
翔天越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场
直播送岗活动中为求职者带
来劳务项目 8个岗位，包括钢
筋工、木工、混凝土工、架子
工、测量员、安全员主管、塔
吊指挥、施工员和实习生，总
共需求 23000人，成为全场用

工需求人数最多的企业。
求职者们纷纷在直播互动区为陕西省

总工会和现场企业点赞，感谢省总工会为
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平台。直播互动评论区
几乎都是“真不错”“太给力了”“真够全面
的”“单位很多”“岗位含金量高”等评论，不
难看出求职者们热情高涨。

春风送温情，就业暖人心。直播短短
两小时，在线观看人数达到了 12.5 万人
次。同时，还有292家各类用工企业参加到
此次行动中，提供就业岗位3950个。

“此次活动既是省总工会春送岗位活
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创新之举，也是
延伸春送岗位活动服务实效的一次改
革。”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现场表示，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3月底，还将
开展服务业、建筑与制造业、医药生物与
教育文化业等三场专场招聘会，为农民
工、去产能企业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等
有就业意愿的群体，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等求职者提供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董欣

工会主席劳模工匠云端送岗
求职者网上无忧

——陕西省总工会2021年春送岗位云行动侧记

活动现场，全国劳模张新停通过省总工会APP进行送岗
位直播活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3 月 6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首家线下官
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在西安开业。该旗舰
店内设特许商品销售、主题邮局精品展
示两大区域，主要经营徽章、工艺品、农
副食品、邮品等 20 余个品类、千余款十四运
会相关产品。

据了解，未来全省范围内将开设100家

十四运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旗舰店，将
覆盖所有竞赛场馆及全运村，目前通过审核
的设计产品有300多种。同时，十四运会组
委会指定的唯一线上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旗舰店”已在天猫平
台正式上线，线上销售产品涵盖所有种类特
许商品。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3月 4日，记者从
西安市发改委获悉，作为未来西安体育事业
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设施平台，丝路国际
体育文化交流培训基地（西安市体育训练中
心）项目于3月2日实现全部主体封顶。

据悉，西安市体育训练中心项目位于西
安市国际港务区港务西路以东、货运线以
北、地铁三号线车辆段以南，项目总建筑面

积约 2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综合训练
馆、游泳跳水训练馆、室内田径馆、射击击
剑馆、外训交流中心、科研办公楼、运动员
公寓、食堂、室外田径场、足球场及其他相
关配套设施等。

该项目自去年 6月 18日开始施工，经过
代建、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连续 258天昼夜
奋战，于3月2日实现全部主体封顶。

西安市体育训练中心项目全部主体封顶

本报讯（记者 鲜康）为了做好春游
花海出行服务，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西安局集团）积极与汉中市
联系协作，打造“高铁＋省内游”系列产
品，于 3月 8日至 5月 8日，每日开行西安
至汉中“观花”高铁旅游列车，车次及开
行时间分别是：D9405 次（8:38 从西安始
发，10:01 终到汉中）；D9407 次（10:23 从

西安始发，11:52终到汉中）。
此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取由旅客自

行规划线路、景点的“自由行”模式，改变
过去开行旅游列车定时、定点参观景点的

“组团游”模式，游客的选择将更加自由。
凡是乘坐 D9405、D9407 次“观花”高

铁旅游列车的旅客凭本人身份证和车票
（纸质或电子）信息，可享受一系列景区、

餐饮优惠政策，包括免费游览汉中市所
有油菜花海观光景区等。

目前，每天 63趟高铁动车从汉中开行
至西安，平均 13分钟一趟，出行十分便捷。
关于旅游列车的开行及优惠情况，有需
要的旅客可拨打
029-87426938 具
体咨询。

出行更自由 优惠逛汉中

西安局集团开行“观花”高铁旅游列车

本报讯（田涯）3月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开（闭）幕式工作专题会议在西安举
行。在会议现场，残特奥会组委会与陕西演
艺集团签署残特奥会开（闭）幕式服务购买协
议，确定残特奥会开（闭）幕式导演团队。

2021年 10月 22日至 29日在我省举办的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是全国
残运会暨特奥会首次与全国运动会同城同期

举办，是办赛模式新的里程碑。开（闭）幕式
作为大型体育盛会的标志性仪式，具有十分
特殊的意义。

据介绍，残特奥会开（闭）幕式将围绕“建
党百年、体育盛会”主题，分为“温暖”“超越”

“绽放”三个篇章，通过音乐、舞蹈、杂技、魔术
等艺术表现形式，全面展示新时代残疾人的
新面貌、残疾人事业的新发展和我国社会文
明的新进步。

残特奥会开（闭）幕式导演团队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