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

21
星期二

辛丑年十一月十八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880期

今日8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最近几天，对于西安市西部欣桥农产
品物流中心的赵有来说是最忙碌的日子。
由于承担着本轮疫情中西安一些中风险地
区的物资配送，他所在的企业每天从凌晨 4
点开始运转，直到晚上 10点停止接单。

“我们每天给西安市雁塔区两个街道
办、将近 20万人配送蔬菜。这几天订单量
持续在增加，12月 19日一天就配送了 20吨
蔬菜。”陕西米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有说。

自 12月 9日西安新增 1例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以来，截至19日24时，西安市已
累计通报本土确诊病例 49例，无症状感染
者 8例，共有 1个高风险地区和 13个中风
险地区。随着确诊病例和封控小区的增
加，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压力也在增大。

陕西米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

口配送的雁塔区是西安经济总量最大、
人口最稠密的城区，也是本轮疫情形势
最为严峻的区域。为保障封控小区居民
生活物资供应，雁塔区派专人入驻西部
欣桥农产品物流中心，全程对接和协
助采购生活物资。

在蔬菜分拣平台，深蓝色的蔬菜筐整
齐划一摆放着，工作人员正在按照订单需
求分拣、装箱。消杀人员在上千平方米的
平台上来回穿梭作业。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我们每小时消杀
一次，所有的蔬菜在配送前都要进行农残
检测。”赵有说，虽然订单量一天比一天
大，但销售的都是平价菜，确保其价格不
高于市场价格。

自多个小区被封控后，18日西安南郊部
分超市蔬菜涨价，出现一些抢购、囤菜的苗

头。近日，西安市
“菜篮子”供应基地
人头攒动、车流不
息。由于疫情防控
扫码原因，好几个
大门外都有货车排
着长队等待进入。

“现在正处于产

销两旺的季节，截至 19日，我们已经完成了
大白菜、白萝卜、土豆、洋葱等 6 种蔬菜
12000 吨的储备，占西安市储备任务的
50%。同时我们在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
还储存了大量的耐储存蔬菜，只需 40分钟
就可以调配过来。”西部欣桥农产品物流
中心副总经理刘新峰说。

在欣桥市场的蔬菜物流港内，这里
每日上市蔬菜 190 余种。据介绍，西安
市 90%以上的蔬菜和一半以上肉类供应
均来自这里。

“作为省市两级储备菜基地，我们除了
1万多吨的静态库存，每天还能保障 2万多
吨的动态库存。按照 1300万人计算，我们
可保障西安人吃一周不成问题。”刘新峰说。

西安市商务局透露，目前西安市蔬菜每
日上市量达 1.3 万吨，市场供应充足平
稳。今年计划储备冬春蔬菜 2.54 万吨，
其中 2022 年春节前投放储备菜 1.2 万
吨，确保市场供应和蔬菜价格稳定。

“为做好疫情防控，我们还鼓励商贸
企业采取线上营销、无接触式配送等模
式，分流线下人员聚集压力，保障市民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西安市商务局党组成
员李群刚说。 （李华 陈潇）

——探访西安蔬菜供应基地

疫情来袭 “菜篮子”拎得稳吗？

志愿者为住户送生活物资志愿者为住户送生活物资。。

志愿者分拣物资志愿者分拣物资。。穿梭于楼宇间的穿梭于楼宇间的““大白大白””。。

面对疫情，无数志愿者用爱心与坚守抗击疫魔、帮助他人，虽默

默无闻，却也英勇非凡，正如歌中所唱：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12月20日，记者在西安市部分封闭管控小区看到，警戒线虽将

小区与外界隔离，但生活物资源源不断送入小区，居民生活井然有

序。在西安九锦台、大话南门小区，“大白”志愿者穿梭于大门和楼

宇之间，将蔬菜、粮油等生活物资送到隔离业主家中。据了解，这些

“大白”多是小区业主，向住户提供志愿服务。

一名志愿者说：“最多时一天大约能运送30多板车的物资。”

“特殊时期，大家都积极配合防疫举措，自觉待在家里。现在有

专业公司、志愿者为我们配送米面油和蔬菜，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一小区居民说，希望疫情尽快结束，生活恢复正常。

点点微光闪烁，也能汇聚成满天星河。万千志愿者团结一心，

正为战“疫”筑起牢不可破的防线。 本报记者 刘强摄影报道

平凡的你给我最多感动
——走近西安封闭管控小区的志愿者“大白”

提升信息通信服务供给能力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者 张辛
欣）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 20日于京召开的全
国工业和信息化会议上表示，2022 年，要把
工业稳增长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统筹推进强
链补链、技术攻关、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
展，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提升信息通信服务
供给能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
级，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升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筑牢经济“压舱石”。

会议部署 2022 年要突出抓好的工业和
通信业 6 个方面重点任务中，着力提振工业
经济放在首位。肖亚庆表示，工业稳为稳定
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但
恢复发展的总体态势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
件，要着力稳增长、防风险。

他表示，要打通重点产品供给“堵点”“卡
点”，有效畅通工业经济循环，深化产融合
作，着力提振制造业投资，实施“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战略，扩大新能源汽车、绿色
智能家电、绿色建材消费，做好重大外资项目

服务保障。
此外，工信部还明确加快推进基础和关

键领域创新突破，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纾困帮扶，促进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强化应用导向，提升信息
通信服务供给能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向纵深拓展，增强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稳步推进产业绿
色低碳转型等重点任务。

其中明确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推进制造业强链补链，创建一批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和国家地方共建中心，培育一批国
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统筹落实系列惠企政
策，加快 5G在垂直行业的融合应用，纵深推
进 App专项整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
动计划，完善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工业经济持续恢复
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得到提升，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升级，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今年 1至 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42.2%。目前建成开通5G
基站超过130万个，5G终端用户达到4.97亿户。

工信部部署2022年工作，明确把工业稳增长
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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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即将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但我可以
很骄傲地说，我是一名联通人！”12月 14日，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陕西分公司（简称陕西联
通）“不忘初心 感谢同行”退休员工退休礼暨
座谈会上，财务部退休职工刘育洁热泪盈眶。

茶具、水杯、电子相册等纪念品堆得满满
当当，五彩鲜花一字排开，荣休大蛋糕、甜点应
有尽有，“感恩有你”造型和气球使整个退休礼
现场仪式感十足。

负责现场策划的广告公司人员感慨道：
“我们和负责筹办的工会工作人员商讨了多次
方案才确定。”

仪式开始前一分钟，陕西联通工会副主
席肖文会、省直属工会干事万小倩还在调整
桌上“神秘”礼物的位置。

首个走进会场的是人力资源部退休职工
任宜山，一进门就看到荣休纪念摆件：“上面
刻着我的名字，这绝不是随意买来的，很感
动！”仪式尚未开始，荣休纪念摆件便感动
了不少人，就连退休职工所在部门负责人也
直呼“想不到”。

大屏幕上，播放着每一位参加退休礼的
职工入职后的第一份简历，到工作岗位的每
一次变化，甚至到每一个节点工作的贡献等
相关影像。为了这些，工会此前调档案、查
阅数据库，把每位退休职工在企业的重要变
化整理出来。大家纷纷表示，太有意义了，许
多老照片和老故事，自己都不记得，单位却用
这种形式展现出来！

开场白没有过多繁文缛节——部门负责
人现场回顾了每一位退休职工工作的过往，
并送上祝福，桌前“神秘”信封里则藏着写满
祝福的亲情贺卡……

“没想到公司举办了这么好的活动，尤其
荣休牌刻着我的名字，这将是我一生的珍藏！”
退休职工马世忠、雷光学、李卫、姚淑梅等纷纷
表达内心的不舍和对企业未来的牵挂。

时光无痕，岁月留声。这是该公司机关工

会第二次组织退休礼暨座谈会，相比以往更加
隆重、更加贴心。该工会一名干部告诉记
者，这样的“退休礼”将走出机关，辐射 8000
多名职工所在基层单位，要让“退休礼”成为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让更多退休职工时刻不
忘这个家，让更多年轻人热爱这个家。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郝佳伟

退休职工收到的“神秘”贺卡。

记者手记

半月前，记者在中国联通陕西分
公司机关采访时，他们正筹备退休职
工退休礼。记者不经意间分享了西
安钟楼书店橱窗里展示的“光荣退
休”奖状，引起了工会工作人员的兴
趣。不想，短短数日后，他们便将荣
休牌落实到职工退休礼上。

可以说，在劳动者更加注重幸福
感的当下，部分企业入职仪式轰轰烈
烈、退休告别冷冷清清，这样的鲜明
对比难免伤了退休职工的心，而陕西
联通温馨、暖心的退休礼让人耳目一
新，值得点赞和推广。

“这样的荣休很难忘”
——陕西联通“不忘初心 感谢同行”退休礼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