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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别具特色的“钢
琴街”在网上走红，路人踩在黑
白色的“琴键”上，叮叮咚咚的音
符不绝于耳，像是一首用脚踩出
的生动旋律。

昨天下午，西安大唐不夜
城，新亮相的“钢琴街”迎来不少
市民网友慕名“打卡”。

这段“钢琴街”由四段黑白
两色的琴键组成，总长度100多
米，每个琴键下面都有灯，脚踩
在不同的键上，能“弹出”不一样
的音符。

两个小伙正在拍照片，他们
走在钢琴街上，左踩踩，右蹬蹬，
仔细辨听了每一个琴键发出的
音符后，觉得钢琴街和钢琴键盘
的设置差不多。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钢琴街”之所以能够发声，正是
来源于地下的压力传感器与音
箱。“当人们踩上去，顺着琴键每
走一步，所发出的震动，会被压

力传感器接收，就相当于按下一
个琴键，然后边上的音箱就会播
放出相应的音调。”

该工作人员介绍，12月 25
日大唐不夜城改造完成后，钢琴
街正式亮相，目前仍在调试中。

河南的朱女士与男朋友来
西安旅游。刚到西安的他们，看
到这个“钢琴街”，就把行李放在
一边，拿出相机好好拍了一番照
片。“很新奇，之前从来没有碰到
过，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觉很
浪漫。”

除了游客和上班族，“钢琴
街”还非常吸引小孩子。对他们
来说，走“钢琴街”除了有趣之
外，更能体验优美的旋律。

“钢琴键盘一般有 88个琴
键，白色的琴键代表全音，黑色
的琴键代表半音。键盘分成低
音区、中音区和高音区，是从左
到右排列的。”现场一名学音乐
的女孩好奇地数起了钢琴街上

的白键和黑键，“大致的音域分
布和钢琴差不多，应该可以踩出
一首曲子。”

她在现场实践了一下，练习
了几次，大致踩出了一首幼儿园
小朋友都会唱的《小星星》。

记者在现场发现，有时候，

有人想单独“走”出一段音乐，跟
在身后的人，则会“守秩序”地跟
随他的脚步。不过，每段音乐还
都有些杂乱。看来，想要“走”出
音乐，还需要一些技巧才行。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实习生杜豆

“钢琴街”亮相西安大唐不夜城

过马路脚下能踩出曲子

“钢琴街”吸引市民网友前来“打卡”

本报讯（通讯员 靳蕾
记者李佳）为全力推进西安市
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工作，
西安交警新城大队民警们走
街串巷，耐心沟通，仅12月26
日当天，从早上7点开始到23
点，共淘汰老旧车102辆。同
时，交警新城大队充分依托大
队“双微平台”，发布高排放老
旧机动车淘汰文件通知，宣传

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相关
政策及法律责任，讲清淘汰补
贴政策。主动联系新城区城
市管理局，召集残值高、报废
难度大的建筑垃圾清运车辆
车主，向其解读高排放老旧车
更新补贴政策，推心置腹与车
主进行面对面交流，引导车主
将车辆尽快淘汰。

据了解，根据相关政策，

西安市提前淘汰且满足补助
条件的老旧车，按照重型、中
型、轻型、微型、三轮汽车及低
速货车等不同类型的营运载
货车车型分类进行补贴，车主
可自行选择在2018年至2020
年期间淘汰，补贴期限执行至
2020年12月31日，补助最高
限额以年度区分，淘汰越早，
补贴越高。

昨日，西安市政府办公厅下
发《西安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
车淘汰更新补助暂行办法》，鼓
励营运类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提
前淘汰，按照车型、年限对提前
淘汰车主给予经济补助和奖励，
对淘汰更新为节能、新能源汽
车的车主给予税收减免。同时，
鼓励汽车生产、销售企业等第三
方社会力量对淘汰更新为国六
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汽车车主给
予购车优惠。

国三及以上载货汽车
提前淘汰可获全额补助

补助资金的申领发放应遵
循“只要淘汰报废，就可享受补
助”的基本原则。申请提前淘
汰老旧车补助，须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在西安注册登记或转入
登记5年以上的营运柴油货车、
油改气车辆(需质监部门备案);
经市级以上环保部门核准、公
示; 具备提前淘汰条件，且非因
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导致直
接报废;车辆不缺失机动车五大
总成; 经省级商务部门认可有
合法资质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回
收拆解，并取得《报废汽车回收
证明》; 取得登记地公安交管部
门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
申领补助资金时，因机动车相

关牌证缺失，经由管辖地公安
交管部门核查后，凭出具的机
动车相关注册登记信息证明，
即可办理补助申报。

补助比例为：排放标准为国
三及以上载货汽车，提前淘汰的
车辆按照补助限额全额补助；排
放标准低于国三，且距离国家强
制报废年限5年(含 5年)以上(三
轮汽车及低速货车距离国家强
制报废年限 1年以上，危险品运
输性质车辆距离国家报废年限
2年以上)，提前淘汰的车辆按补
助限额标准全额补助;距离国家
强制报废年限 1 年以上不满 5
年(危险品运输性质车辆距离国
家强制报废年限 1 年以上不满
2年)，提前淘汰的车辆按补助限

额标准的 60%给予补助。

到2020年将全面
完成淘汰47100辆
高排放老旧汽车

补助期限为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办法》规定，
在省标准补助的基础上，对于
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主动淘
汰车辆的车主，按 2018 年度补
助限额标准的 5%进行奖励;对
于 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9 月
30日、12月 31日前主动淘汰车
辆的车主，分别按照 2019 年度
补助限额标准的 4%、3%、2%进
行奖励。以上补助均为一次性
补助。

按照《办法》，全市到 2020
年将全面完成高排放老旧汽车
47100辆的淘汰任务: 2018年内
完成不少于三年任务总量 30%
的淘汰任务(14100 辆)，其中国
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
占 比 不 低 于 30% (4230 辆);
2019年完成任务总量 50%的淘
汰任务(23500 辆)，其中国三及
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占比
不低于 50% (11750 辆)。全市
到 2020 年全面完成淘汰10000
辆老旧燃气车的任务，其中2018
年完成不少于三年任务总量
30%的淘汰任务(3000 辆)，2019
年完成任务总量 50%的淘汰任
务(5000辆)。

本报记者李天娇

西安发布《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补助暂行办法》

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减免税收

淘汰老旧车辆 交警向渣土车主讲政策

本报讯（特派上海记者张艳芳）12
月27日，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茶
品牌营销创新论坛与第十一届“金芽
奖·陆羽奖”盛典暨东裕之夜在上海举
行，论坛发布中国茶叶品牌50强，并颁
发了2018年“金芽奖”，陕西东裕茗茶
与苍山秦茶入选2018中国茶行业50强
榜单，汉中市荣获2018年度“金芽奖”
中国茶文化魅力城市品牌，东裕茗茶荣
获2018年度“金芽奖”中国深加工产品
创新品牌。

据了解，此次论坛陕西省茶叶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了10家陕西品
牌茶企组团参会，借此机会向与会的国
内外嘉宾和茶叶经销商展示陕茶品牌
形象和产业发展成绩，寻求合作机遇，
助力陕茶东进,开拓华东市场。“陕茶优
势明显，发展潜力十足，要进一步突破
重围还需要有自己的大故事、大品牌、
大产业。”陕西知名茶人奚斌锋告诉记
者。目前，关于陕茶的故事不够鲜活，
传播力低，陕茶中汉中仙毫、紫阳富硒
茶等地域公用品牌突出，企业品牌影响
力薄弱，陕西茶产业规模大而不强，还
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发展。

据了解，我省茶园面积已达到
260.1 万亩，全省现有茶叶加工企业
1472家，全省茶叶注册商标 296个，拥
有国家驰名商标 4 个，陕西省著名商
标 49 个，茶叶地理标志 18 个，区域公
共品牌 21个。

陕茶入选
中国茶行业50强

12月 26日下午，在西安玉
祥门公交站，一名男子手里提着
黄色塑料桶，想要搭乘公交车。
在多辆公交司机明确表示携带

“三品”不能上车后，男子终于趁
着人多，坐上了一辆103路公交
车。随后，拦停车辆的民警对该
男子和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是西安公交警方进行的

一场实战演练，提着黄色塑料桶
的男子，是一位便衣民警。在不
到半小时的演练中，男子先后尝
试搭乘6辆公交车，其中4辆车
司机明确解释“三品”的定义后，
表明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品，
烟花爆竹、炸药、氧气瓶等易爆
品，包括两斤以上的高度白酒、
打火机、杀虫剂、指甲油都不允

许乘车，男子主动下车。另一辆
公交车司机在检查塑料桶后，委
婉拒绝了该男子，表示若要乘
车，需将塑料桶暂存在驾驶室，
下车时领取。

演练现场，随机上车的公交
安全员成为新亮点。据了解，西
安公交安全员每人每天负责线
路不同，在站牌提醒乘客排队乘

车，在车辆进出站时引导公交车
做好二次进站。他们随机搭乘
公交车，在车厢内巡视，查看乘
客是否携带有违禁物品，是否有
异常行为，是否需要帮助和服
务。也会提醒车上乘客为老人
和有需要的人让座，帮助司机共
同维护车厢秩序。

本报记者李佳

提着塑料桶上公交车被“拒载”
便衣民警带“三品”实测司机警觉性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12月27日，
西安市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会保障帮
扶工作会议，表彰了10家创业就业示
范基地、72个创业带头人及五星四星
级工会爱心驿站，启动了全市“两节”送
温暖活动。记者了解到，西安市总工
会将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春节期
间，组织全市各级工会广泛开展分类
分层次“八送”帮扶慰问，即送慰问金、
送慰问品、送保障政策、送工作岗位、送
医疗救助、送社会助学、送文化活动、送
关爱服务等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春节前
夕，西安市总工会将联合市交通运输
局、西安火车站共同开展第七届“农民
工平安返乡活动”。

据了解，西安市总工会已筹集慰问
资金近1200万元，将分六类重点人员进
行救助和慰问，慰问人数将达1.8万余
人，全市各级工会共筹集资金将超过
2000万元，慰问人数将达3.5万余人。

西安市总工会开展
帮扶慰问送温暖

12月25日，因开限号车被拦下，西
安的张女士反倒对交警充满了感激，
而随这张便笺一起送来的6杯热饮奶
茶，让交警高新大队的执勤交警收获
了寒冬的暖意。

交警回忆，当天是周二，限行2和7
尾号的车辆，当时这名车主驾车行驶
到高新区一处路口时，交警发现她的
车尾号是 7，是限号车，便上前拦停。
车主张女士说，她下午急着出门接孩
子，就忘带驾驶证，也忘记了限行。

交警准备带她去路边处罚，张女
士竟然急哭了。交警赶忙安慰说：“你
现在赶紧打车去学校把孩子一接，驾
照我先帮你查一下。”在交警的安慰下，
张女士止住眼泪，考虑到她刚驶出小
区，确实着急接孩子，交警对她作出了
警告处理，但对她不系安全带进行了
处罚。没想到一个小时后，饮品店的
店员就受张女士委托送来了热饮和便
笺。 本报记者李佳

交警人性化执法
市民送奶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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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别具特色的“钢
琴街”在网上走红，路人踩在黑
白色的“琴键”上，叮叮咚咚的音
符不绝于耳，像是一首用脚踩出
的生动旋律。

昨天下午，西安大唐不夜
城，新亮相的“钢琴街”迎来不少
市民网友慕名“打卡”。

这段“钢琴街”由四段黑白
两色的琴键组成，总长度100多
米，每个琴键下面都有灯，脚踩
在不同的键上，能“弹出”不一样
的音符。

两个小伙正在拍照片，他们
走在钢琴街上，左踩踩，右蹬蹬，
仔细辨听了每一个琴键发出的
音符后，觉得钢琴街和钢琴键盘
的设置差不多。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钢琴街”之所以能够发声，正是
来源于地下的压力传感器与音
箱。“当人们踩上去，顺着琴键每
走一步，所发出的震动，会被压

力传感器接收，就相当于按下一
个琴键，然后边上的音箱就会播
放出相应的音调。”

该工作人员介绍，12月 25
日大唐不夜城改造完成后，钢琴
街正式亮相，目前仍在调试中。

河南的朱女士与男朋友来
西安旅游。刚到西安的他们，看
到这个“钢琴街”，就把行李放在
一边，拿出相机好好拍了一番照
片。“很新奇，之前从来没有碰到
过，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觉很
浪漫。”

除了游客和上班族，“钢琴
街”还非常吸引小孩子。对他们
来说，走“钢琴街”除了有趣之
外，更能体验优美的旋律。

“钢琴键盘一般有 88个琴
键，白色的琴键代表全音，黑色
的琴键代表半音。键盘分成低
音区、中音区和高音区，是从左
到右排列的。”现场一名学音乐
的女孩好奇地数起了钢琴街上

的白键和黑键，“大致的音域分
布和钢琴差不多，应该可以踩出
一首曲子。”

她在现场实践了一下，练习
了几次，大致踩出了一首幼儿园
小朋友都会唱的《小星星》。

记者在现场发现，有时候，

有人想单独“走”出一段音乐，跟
在身后的人，则会“守秩序”地跟
随他的脚步。不过，每段音乐还
都有些杂乱。看来，想要“走”出
音乐，还需要一些技巧才行。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实习生杜豆

“钢琴街”亮相西安大唐不夜城

过马路脚下能踩出曲子

“钢琴街”吸引市民网友前来“打卡”

本报讯（通讯员 靳蕾
记者李佳）为全力推进西安市
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工作，
西安交警新城大队民警们走
街串巷，耐心沟通，仅12月26
日当天，从早上7点开始到23
点，共淘汰老旧车102辆。同
时，交警新城大队充分依托大
队“双微平台”，发布高排放老
旧机动车淘汰文件通知，宣传

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相关
政策及法律责任，讲清淘汰补
贴政策。主动联系新城区城
市管理局，召集残值高、报废
难度大的建筑垃圾清运车辆
车主，向其解读高排放老旧车
更新补贴政策，推心置腹与车
主进行面对面交流，引导车主
将车辆尽快淘汰。

据了解，根据相关政策，

西安市提前淘汰且满足补助
条件的老旧车，按照重型、中
型、轻型、微型、三轮汽车及低
速货车等不同类型的营运载
货车车型分类进行补贴，车主
可自行选择在2018年至2020
年期间淘汰，补贴期限执行至
2020年12月31日，补助最高
限额以年度区分，淘汰越早，
补贴越高。

昨日，西安市政府办公厅下
发《西安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
车淘汰更新补助暂行办法》，鼓
励营运类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提
前淘汰，按照车型、年限对提前
淘汰车主给予经济补助和奖励，
对淘汰更新为节能、新能源汽
车的车主给予税收减免。同时，
鼓励汽车生产、销售企业等第三
方社会力量对淘汰更新为国六
排放标准或新能源汽车车主给
予购车优惠。

国三及以上载货汽车
提前淘汰可获全额补助

补助资金的申领发放应遵
循“只要淘汰报废，就可享受补
助”的基本原则。申请提前淘
汰老旧车补助，须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在西安注册登记或转入
登记5年以上的营运柴油货车、
油改气车辆(需质监部门备案);
经市级以上环保部门核准、公
示; 具备提前淘汰条件，且非因
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导致直
接报废;车辆不缺失机动车五大
总成; 经省级商务部门认可有
合法资质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回
收拆解，并取得《报废汽车回收
证明》; 取得登记地公安交管部
门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
申领补助资金时，因机动车相

关牌证缺失，经由管辖地公安
交管部门核查后，凭出具的机
动车相关注册登记信息证明，
即可办理补助申报。

补助比例为：排放标准为国
三及以上载货汽车，提前淘汰的
车辆按照补助限额全额补助；排
放标准低于国三，且距离国家强
制报废年限5年(含 5年)以上(三
轮汽车及低速货车距离国家强
制报废年限 1年以上，危险品运
输性质车辆距离国家报废年限
2年以上)，提前淘汰的车辆按补
助限额标准全额补助;距离国家
强制报废年限 1 年以上不满 5
年(危险品运输性质车辆距离国
家强制报废年限 1 年以上不满
2年)，提前淘汰的车辆按补助限

额标准的 60%给予补助。

到2020年将全面
完成淘汰47100辆
高排放老旧汽车

补助期限为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办法》规定，
在省标准补助的基础上，对于
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主动淘
汰车辆的车主，按 2018 年度补
助限额标准的 5%进行奖励;对
于 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9 月
30日、12月 31日前主动淘汰车
辆的车主，分别按照 2019 年度
补助限额标准的 4%、3%、2%进
行奖励。以上补助均为一次性
补助。

按照《办法》，全市到 2020
年将全面完成高排放老旧汽车
47100辆的淘汰任务: 2018年内
完成不少于三年任务总量 30%
的淘汰任务(14100 辆)，其中国
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
占 比 不 低 于 30% (4230 辆);
2019年完成任务总量 50%的淘
汰任务(23500 辆)，其中国三及
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占比
不低于 50% (11750 辆)。全市
到 2020 年全面完成淘汰10000
辆老旧燃气车的任务，其中2018
年完成不少于三年任务总量
30%的淘汰任务(3000 辆)，2019
年完成任务总量 50%的淘汰任
务(5000辆)。

本报记者李天娇

西安发布《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补助暂行办法》

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减免税收

淘汰老旧车辆 交警向渣土车主讲政策

本报讯（特派上海记者张艳芳）12
月27日，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茶
品牌营销创新论坛与第十一届“金芽
奖·陆羽奖”盛典暨东裕之夜在上海举
行，论坛发布中国茶叶品牌50强，并颁
发了2018年“金芽奖”，陕西东裕茗茶
与苍山秦茶入选2018中国茶行业50强
榜单，汉中市荣获2018年度“金芽奖”
中国茶文化魅力城市品牌，东裕茗茶荣
获2018年度“金芽奖”中国深加工产品
创新品牌。

据了解，此次论坛陕西省茶叶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了10家陕西品
牌茶企组团参会，借此机会向与会的国
内外嘉宾和茶叶经销商展示陕茶品牌
形象和产业发展成绩，寻求合作机遇，
助力陕茶东进,开拓华东市场。“陕茶优
势明显，发展潜力十足，要进一步突破
重围还需要有自己的大故事、大品牌、
大产业。”陕西知名茶人奚斌锋告诉记
者。目前，关于陕茶的故事不够鲜活，
传播力低，陕茶中汉中仙毫、紫阳富硒
茶等地域公用品牌突出，企业品牌影响
力薄弱，陕西茶产业规模大而不强，还
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发展。

据了解，我省茶园面积已达到
260.1 万亩，全省现有茶叶加工企业
1472家，全省茶叶注册商标 296个，拥
有国家驰名商标 4 个，陕西省著名商
标 49 个，茶叶地理标志 18 个，区域公
共品牌 21个。

陕茶入选
中国茶行业50强

12月 26日下午，在西安玉
祥门公交站，一名男子手里提着
黄色塑料桶，想要搭乘公交车。
在多辆公交司机明确表示携带

“三品”不能上车后，男子终于趁
着人多，坐上了一辆103路公交
车。随后，拦停车辆的民警对该
男子和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是西安公交警方进行的

一场实战演练，提着黄色塑料桶
的男子，是一位便衣民警。在不
到半小时的演练中，男子先后尝
试搭乘6辆公交车，其中4辆车
司机明确解释“三品”的定义后，
表明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品，
烟花爆竹、炸药、氧气瓶等易爆
品，包括两斤以上的高度白酒、
打火机、杀虫剂、指甲油都不允

许乘车，男子主动下车。另一辆
公交车司机在检查塑料桶后，委
婉拒绝了该男子，表示若要乘
车，需将塑料桶暂存在驾驶室，
下车时领取。

演练现场，随机上车的公交
安全员成为新亮点。据了解，西
安公交安全员每人每天负责线
路不同，在站牌提醒乘客排队乘

车，在车辆进出站时引导公交车
做好二次进站。他们随机搭乘
公交车，在车厢内巡视，查看乘
客是否携带有违禁物品，是否有
异常行为，是否需要帮助和服
务。也会提醒车上乘客为老人
和有需要的人让座，帮助司机共
同维护车厢秩序。

本报记者李佳

提着塑料桶上公交车被“拒载”
便衣民警带“三品”实测司机警觉性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12月27日，
西安市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会保障帮
扶工作会议，表彰了10家创业就业示
范基地、72个创业带头人及五星四星
级工会爱心驿站，启动了全市“两节”送
温暖活动。记者了解到，西安市总工
会将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春节期
间，组织全市各级工会广泛开展分类
分层次“八送”帮扶慰问，即送慰问金、
送慰问品、送保障政策、送工作岗位、送
医疗救助、送社会助学、送文化活动、送
关爱服务等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春节前
夕，西安市总工会将联合市交通运输
局、西安火车站共同开展第七届“农民
工平安返乡活动”。

据了解，西安市总工会已筹集慰问
资金近1200万元，将分六类重点人员进
行救助和慰问，慰问人数将达1.8万余
人，全市各级工会共筹集资金将超过
2000万元，慰问人数将达3.5万余人。

西安市总工会开展
帮扶慰问送温暖

12月25日，因开限号车被拦下，西
安的张女士反倒对交警充满了感激，
而随这张便笺一起送来的6杯热饮奶
茶，让交警高新大队的执勤交警收获
了寒冬的暖意。

交警回忆，当天是周二，限行2和7
尾号的车辆，当时这名车主驾车行驶
到高新区一处路口时，交警发现她的
车尾号是 7，是限号车，便上前拦停。
车主张女士说，她下午急着出门接孩
子，就忘带驾驶证，也忘记了限行。

交警准备带她去路边处罚，张女
士竟然急哭了。交警赶忙安慰说：“你
现在赶紧打车去学校把孩子一接，驾
照我先帮你查一下。”在交警的安慰下，
张女士止住眼泪，考虑到她刚驶出小
区，确实着急接孩子，交警对她作出了
警告处理，但对她不系安全带进行了
处罚。没想到一个小时后，饮品店的
店员就受张女士委托送来了热饮和便
笺。 本报记者李佳

交警人性化执法
市民送奶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