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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商
洛市山阳县工业园
区陕西迈思普电器
有限公司，技术工
人在组装微型变压
器。近年来，山阳
县着力提高工业园
区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水平，以完善
的硬件设施、良好
的营商环境，吸引
众多客商前来投资
创业。 贾书章 摄

中新网西安5月13日电 8361/4次公益
慢火车“列车家风馆”5月 13日 7时 20分在汉
中火车站站台揭牌亮相，标志着全国首个

“列车家风馆”正式启用，通过公益慢火车在
秦巴山区的铁道线上将好的家风故事一路
传播。

据介绍，汉中至略阳8361/4次列车是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车务段承担乘
务作业的全国81对公益慢火车之一，常年在秦
巴大山的崇山峻岭间穿行，最低票价1元，全程
票价11.5元，沿途辐射汉中市汉台区、勉县、宁

强县、略阳县，是沿线 60余万民众出行的重要
交通工具。

据了解，此次打造的“列车家风馆”采用咖
色作为基调色彩，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
主题，展示了有代表性的“古人家风”“伟人家
风”和当地荣获全国、省市级最美家庭的“平凡
人家风”故事。这些家庭平凡不平庸，普通却
温暖，他们所涵养的优良家风、经典家训和以
德立家、清廉传家、勤俭持家的动人事迹，传递
着踔厉奋发的昂扬精神，彰显着普通家庭的家
国情怀。

此外，车厢采用剪纸窗花、卡通对话墙等
形式，巧妙地融合“汉家小妹”、不同书法字体
的“家”字、铁路元素、家风文化建设金句等进
行展示，不仅为沿线民众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乘
车环境，还让民众在不知不觉间沉浸式学习了
家风文化。

“列车家风馆”的推出为公益慢火车赋予
了新内涵，让驰骋在秦巴山区的公益慢火车成
为弘扬传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的有效载体，为
树立良好家风，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国首个“列车家风馆”亮相公益慢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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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维）5月 13日，笔者从省统计局
获悉，2021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
长，共同富裕初步显现。

202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745元，比上年增长 10.7%，与全国平均收入
水平相比，相当于 77.9%，较上年提高 0.2个百
分点，是近五年最高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首次突破 4万元，达到 40713元，增长
7.5%，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相当于
85.9%，虽然较上年下降 0.5个百分点，但是达
到近五年占比第二高的水平。

从城乡收入比（以农村居民为 1）情况来
看，2021年陕西居民收入结构得到了进一步

优化，城乡收入比为 2.76，较上年下降 0.08个
百分点，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陕西略高 0.26个百分点，依然存在一
定差距。

各市（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
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西安市
继续领先于其他各市（区），达到人均 17389元
的较高水平，杨凌示范区和榆林市分列第二、
三位，分别达到 16117元和 15852元。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的还有宝鸡市和渭南市，其余均
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最低的商洛市只有
11969元，比西安市低 31.2%。增速方面，汉中
市、商洛市和延安市排名前三位，分别达到

11.2%、11.1%和 11.0%的较高水平，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的还有咸阳市和铜川市，增速最低
为杨凌示范区，仅有 10.2%。

城镇居民收入方面，西安、杨凌示范区和
咸阳市共同突破人均 4万元大关，排名前三
位。其中，西安市最高，达到人均 46931 元。
其余各市均未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与农村居
民收入情况一样，商洛市人均收入依然最低，
仅有 28655元，比西安市低 38.9%。增速方面，
安康市最高，达到 8.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5个百分点。同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还
有汉中市、榆林市、商洛市和咸阳市。杨凌示
范区增速依然最低，仅有 6.9%。

5市（区）农村居民收入跑赢全省平均水平

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4万元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5月14日电 今天是我国第32个
全国助残日，为进一步呼吁社会各界更好地维护残疾人权益，
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5月1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向社会发出“共促残疾人消费公平、维
护残疾人权益”倡议书。

据了解，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
残疾人权益”。倡议书指出，公平是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价值基
础，残疾人享有平等参与消费活动、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倡议书强调，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保障残疾人消费权
益。贯彻落实《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反对在消费中歧视残疾人，努力消除残疾人
的消费不便和消费不公现象。

其次，要促进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消费能力。各级各
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切实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促
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要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消费品质。支持和
鼓励提供适合残疾人的公共服务产品，补齐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短板。加快完善满足残疾人个性化、多元化和多层次需求的
服务体系，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保障残疾人专用产品质量，促进消费安全。各级各类
企业、市场主体等要强化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盲杖、助听
器、人工耳蜗、轮椅等辅助器具的生产质量，增强残疾人专用
产品的供给能力。相关职能监管部门要加强质量监管，鼓励
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残疾人专用产品的监督、体验、比较试验
等活动。

此外，要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力度，优化残疾人消费环
境。在公共场所进一步完善无障碍通行设施、标识、无障碍服
务设施，加快与消费领域相关的互联网网站和手机App无障碍
改造，鼓励和支持各市场经营主体在消费活动中为残疾人提供
字幕、手语、语音、盲文等无障碍社会服务。

同时，还要畅通维权救济渠道，使残疾人消费者获得实实
在在的福利。推动建立完善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消费纠纷机
制，畅通残疾人绿色维权渠道，对出行不便的残疾人消费者提
供上门维权帮助，让残疾人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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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高苗 钟文玲）5月 13日，笔者从
省十七运会榆阳赛区各项目测试赛筹备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十七运会榆阳赛区10个
项目测试赛今日上午开赛。

省十七运会榆阳赛区共承办乒乓球、羽毛

球、棒垒球、拳击、艺术体操、轮滑等 10个项目
的比赛。正赛赛程时间为 7月 21日至 8月 10
日。正赛前，5月 15日举办乒乓球全要素测试
赛；6月 26日举办跆拳道全要素测试赛；7月 9
日至10日举办射击全要素测试赛。

省十七运会榆阳赛区测试赛今日开赛

费力扛起一大桶饮用水，爬上六楼
送出一份外卖，在无声世界里烹制一碗
香气扑鼻的面食……

一箪食、一瓢饮，对于在餐饮服务领
域的残疾人就业者来说，他们要付出比
健全人更多的努力。

他找到了最喜欢的工作

早上 7点刚过，西安开启了一天的
喧嚣，30岁的张益菘已经乘坐 22站公交
车穿过半座城市，来到西郊的“心青年”
水站，打扫卫生、整理水桶，准备一天的
工作。

这座水站是陕西一家心智残障人士
服务机构开设的就业实训基地，日常在
岗的 4名送水员都是智力残疾人，副站
长张益菘还伴有轻度视觉障碍。

张益菘先前做过保洁员、售货员和
超市理货员，在水站上班到现在刚满一
周，“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他说。

送水员两人一组穿梭在楼宇间，一
天下来要入户送五六趟，送水时还不忘
给往来居民宣传水站的酬宾方案。

“张益菘很适合现在这份工作。他
擅长与人交流，高兴起来就打开话匣子
说个不停。”水站负责人、实训基地就业
辅导员崔明明说，这些送水员都是二三
十岁的年龄，自食其力是他们共同的愿
望，这家服务机构从 2008年成立至今，

已经在陕西省帮助超过 150名心智障碍
者实现了就业。

带领团队外卖跑单

临近午饭，在一家外卖平台位于西安
市中心的配送站，个子不高的贺增强才把
上午给新人开会培训的视频传到网上，就
骑上电动车戴起头盔，外出配送餐食。

贺增强告诉笔者，这段时间承担了
很多日常管理工作，配餐数量明显减少
了，“现在一天送 10单左右，以前平均下
来每天大概能送40单。”

2013年，一场车祸让贺增强的左手
和左腿留下了残疾，经过 7次手术后，他
在 2016 年走出秦岭大山，先在苏州打
工，随后到西安从事外卖骑手工作。

贺增强坦言，由于行动不便，自己得
用多出健全人一倍的时间上下楼梯，但
极少收到超时的差评，“我会把时间利用
得更合理，比如早早去商家等餐，而不是
餐好了才过去取。”

去年 7月，贺增强成为站点副站长，
负责数十名骑手的调度，每天完成管理
岗的工作后，他还坚持配送餐食，有时一
直干到午夜才回宿舍休息。

贺增强说，虽然腿脚不方便，但不希
望成为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只要能吃苦，
负责任地把每一单餐食送到顾客手上，
自己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得到社会同等的

尊重与认可。

想开更多的“无声餐馆”

傍晚时分，古城街巷的烟火气渐
浓。在西安市莲湖区一家只有 5张桌子
的小店里，老板于继峰把压好的饸饹面
放进沸腾的水里，又转身往碗里舀汤。

包括于继峰在内，店里的 5名店员
都是聋哑人，他虽然是老板，但所有收入
都是大家平分。

店员看到顾客进来，会指着桌上菜
单请对方选好品种、配菜、是否加辣，再
给后厨的于继峰打个手势，于继峰就熟练
地制作起来，煮面、切菜、拌料，不一会儿，
一碗热气腾腾的饸饹面就被端上了桌。

于继峰的老乡龚亭是健全人，有时
来店里帮忙。她告诉笔者，这家小店在
2018年开业，于继峰和其他几名合伙人
以前都没有做过餐饮，专门找厨师学了几
个月手艺，才积攒下来了不少回头客。

“虽然我们听不见、不会说，但是靠
着一双手也能养活自己、养活家人。”龚
亭翻译着于继峰的手语说。

去年，于继峰在西安市长安区又开
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粥店，雇佣的也都
是聋哑人，管理着两家餐馆，于继峰比以
前更忙了，但最近还是抽出时间，和伙计
一起学习红油米线的制作，想要找机会
开更多的餐馆。 （郑昕 刘潇）

为了箪食瓢饮
这些残疾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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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曾风鸣）近日，国网平利县供电公
司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
家坪村茶山，结合地域环境，认真开展调查，优
化配电网的结构，全面落实茶山配网标准化建
设，助力该县“茶旅文康”建设。

该公司紧密结合蒋家坪茶山实际用电需
求，精准做好电网规划、配网巡检消缺等工
作。在茶叶生产期间，提前完成线路巡视与消
缺工作，对茶叶生产车间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
用电检查,有效提升客户满意度。

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优化配电助力“茶旅文康”建设

本报讯（穆海宏）近年来，陕西煤化集团黄
陵矿业双龙煤业面对薄煤层带来的严峻考验，
精准研判、提前筹划，联合多家装备制造商深
入矿区调研，结合矿井生产实际以及长远发
展，成功将薄煤层智能开采装备应用到实际生
产中。

据悉，薄煤层智能开采装备控制系统选用
精准开采，可对回采巷道进行“CT”切片，建立
地质模型；利用空间导航定位对采煤机精准定
位；建立大数据精准决策平台，对工作面进行

“预测、预判、预控”，生成规划截割，达到精准
开采需求。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双龙煤业高科技装备为智能化“赋能”

本报讯（郭沛然）5月 13日，笔者从西安城
投秦华燃气集团获悉，今年计划改造提升的15
公里老旧燃气管网工程已经开工，其中涉及18
条主体、12条支线，将于11月冬季供暖前完工。

据了解，2022年年初，该集团研究并制定
了《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投入
9500万元，对 20年以上且经检测评估为中、高
风险的燃气管网进行改造提升。

西安城投秦华燃气集团启动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本报讯（王鹏）连日来，为增强干部职工的
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陕西国铁工程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期间，该公司整理汇编了以国务院安
委会安全大检查工作部署及国铁集团、西安局

集团公司安全大检查工作要求等为主要内容
的宣讲提纲，采取“三会一课”、宣讲会、交班会
等多种形式，层层组织开展学习宣讲 30多场
次，营造人人学安全、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
的浓厚氛围。

陕西国铁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讲

本报讯（梁璠）5 月 13 日，笔者从国家高
速公路京昆线（G5）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
程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该项目即将全面开工
建设。

据了解，为确保项目按计划于 2023年 12

月建成通车，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决定：自
5月19日12时起至 2023年 10月 31日 24时，对
京昆高速东杨枢纽立交（蒲城）至谢王枢纽立
交（西安）段和河池寨枢纽立交（西安）至梁山
枢纽立交（汉中）段实施交通分流管制。

京昆高速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将开工建设

本报讯（刘彦 李青梅）5月13日，延安市安
塞区召开2022年第二批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推进
会，2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开复工率达92.8%。

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 29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 63.0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7.46亿元。

其中市级重点项目 7个，总投资 28.9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21.79亿元。从项目结构上看，产
业发展类项目 11个，年度计划投资 28.7亿元；
功能基础类项目 15个，年度计划投资 8.26亿
元；民生类项目3个，年度计划投资5000万元。

延安市安塞区第二批2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