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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煤气中毒
我省开展入户安检

从日前召开的陕西全省交
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传来好消息，
2019年，全省预期完成交通投资
650亿元，全省高速公路里程力
争突破5600公里。

具体来说，高速公路方面，
今年将建成通车绥德至延川、蒲
城至黄龙高速公路蒲城至白水
段,力争建成通车韦庄至罗敷、清
涧至子长高速公路。全面加快
平利至镇坪等19个高速公路项
目建设。同时力争开工京昆线
蒲城至涝峪口改扩建工程、鄠邑
至周至至眉县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方面，重点改造县
城过境公路、畅通城际间拥堵路
段、建设红色旅游公路。建成通
车G316平梁至涧池等项目，加
快推进G342彬县县城过境等30
个项目。实现深度贫困村集中
居住 30 户以上自然村通沥青
（水泥）路，基本消除通村公路
“油返砂”现象。

高速铁路方面，加快推进银
川至西安、西安至延安高铁建
设，加快西安至十堰、西安至安
康、延安至榆林等高铁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实现西安至十堰高铁

开工建设，力争西安至安康、延
安至榆林高铁开工。

城际铁路方面，全力加快西
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项目建设
和运营筹备工作，确保实现开通
试运营。有序推进西安至韩城、
机场至阎良、西安至法门寺、法
门寺至机场等 4个城际铁路项
目建设。

普速铁路方面，加快铁路货
运通道建设，完成阳平关至安康
铁路扩能改造，建成蒙西至华中
煤运通道、神木至靖边铁路。

此外，今年我省将实现ETC

车载设备免费安装全覆盖，加快
推进公路通行费手机移动支
付。持续深化岚皋、泾阳、眉县
等全省第二批城乡道路客运一
体化试点建设。指导宝鸡、咸阳
公交都市创建，推进城市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取消总质量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
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推
进全省网约车规范化进程，加快
各地符合条件的平台公司、车辆
和人员的许可进度。

本报记者石喻涵 首席记者
姬娜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帮助民企健全
商标专利等保护制度

以律师服务进商会为抓手，
健全法律服务商会企业的长效
机制。为残疾人创办的小微福
利企业减免法律顾问费。为民
营企业提供各类专项法律服务，
帮助民营企业规范交易行为，预
防融资贷款等金融风险；帮助民
营企业建立健全专利、商标、专
有技术、商业秘密等保护制度。

建立二级企业
矛盾纠纷调解团队

民营企业发展需要优质的
法治环境，为此，西安市司法局
将聚焦民营企业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运用“法律进企业”普
法载体，开展法治宣传、以案释
法工作，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维
权意识。

组建市、县（区）二级律师法
律服务团队，深入民营企业开展
政策宣讲、法治培训、法治体检
活动，为民营企业出具一份法律
意见书。

设立 12348热线和区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服务民营企
业“专家门诊”，安排熟悉民商
事法律的律师定期坐诊，为民
营企业提供键对键、面对面法
律服务。

组建市、县（区）二级民营企
业矛盾纠纷调解团队，推进律师
参与涉企领域矛盾纠纷的专业
调解，减少企业讼累，提升市场
主体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的
便利度。指导民营企业设立纠
纷调解组织，开展本辖区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

放宽民企员工
法援受理条件

西安市司法局还将开展一
系列特色活动助力民营企业发
展，包括：放宽民营企业员工法
律援助受理条件，降低受理门
槛。对民营企业中的残疾职
工、农民工和困难员工提出的
法律援助申请做到应援尽援、
优援速援。优化农民工讨薪等
群体性案件援助机制，倡导调
解优先，引导申请人依法理性
维权，协助民营企业构建和谐
劳资关系。

指导市律协加强公司法、
破产清算、和解、重组等业务
知识培训，鼓励倡导律师事
务所争取破产管理人资质，
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民营企业参与资产优化提供
精准服务。

西安市公证处将开展
相关公证服务试点

在西安市公证处设立服务民
营企业“走出去”窗口，为民营企业
跨境民商事活动中的法律事实、法
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提供公
证证明；为民营企业赴外设立公
司、商务考察、开展国际贸易、权利
保护与救济、争端解决等提供优质
服务。根据跨境贸易民营企业的
需要，为其及时办理跨境交易的电
子数据等证据保全公证，为民营企
业跨境诉讼、仲裁提供有力证据。

西安市司法局党组书记陈松
林透露：“西安市司法局还将在西
安市公证处进行‘只跑一次’公证
服务试点，对出生、身份、曾用名、学
历、学位、职务（职称）、资格、证书
（证照）、文本相符等公证事项，开展
微信公证和公证书邮寄送达等服
务。” 尹云燕本报记者石喻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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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律“专家门诊”公证“走出去”窗口

西安十大举措服务民企发展
开展民营企业专项法治体检，搭建法律服务民营企业平台，开

辟服务民营企业“专家门诊”……为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昨天，
西安市司法局推出十大举措。

顺长江逆流而上，就能看到
其最大的支流汉江。它从汉中
市宁强县发源，由西北流向东
南，穿过高山、峡谷、盆地，滋润
着江汉平原的千里沃野。

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和引汉济渭工程的重要水源
地，汉江在陕西人民的精心呵护
下，成为记载乡愁的“母亲河”，
滋养万物的生态河，更成为新时
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
设美丽中国的亲历者、见证者。

老人10余年义务捡垃圾

宁强县有“南水北调水源地，
汉江源头第一城”之称。2018年
12月26日，在汉江源头的汉水源
村，干净清澈的水流汇溪成江，溪
流里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

这方水如此干净，当地村民
功不可没。宁强县汉水源村78
岁的张邦贵老人每天都要带着
火钳和袋子，从家到源头沿河步
行5公里左右，捡拾垃圾，大到塑

料瓶、编织袋，小到烟盒、废纸
片，还常提醒村民和游客：“这里
就是汉江源头，不要乱扔垃圾。”

张邦贵专门在村里成立了
“捡垃圾”小组，每个月组织群众
到汉江源头义务捡拾垃圾一次，
有效提高了群众保护汉江源头
环境的积极性。

张邦贵的一位邻居介绍，10
多年前，张邦贵就经常沿着这条
小河捡拾垃圾，再背到村里固定
的、远离小河的垃圾点。如今
250多户村民户户整洁，全村群
众都成了水源地的义务宣传员
和守护者。

作为汉江源头的汉源街
办书记，陈益品的担子也不
轻，既要保护好汉江源头不受
一丝污染，又要确保地处秦巴
山深处的数万名群众脱贫致
富任务如期完成。“两个任务
同等重要，两件事情都不容忽
视，都得干好。”

宁强县水利局纪检组组长

杜景喜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一
江清水送京津，宁强县严格实
施了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工业
限制等水资源保护措施。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
发展，但宁强县坚持在保护绿
水青山的同时向大山要效益，
确保当地群众在脱贫致富的路
上不掉队。该县不仅因地制宜
发展茶叶、食用菌、中蜂养殖等
绿色生态农业，还建成了集茶
叶生产、茶园观光和水土保持
为一体的生态观光茶园，村民
收入逐年提高。

好生态吸引绿色产业发展

山更青，水更绿，生态环境
的变化还让曾经濒临灭绝的“东
方宝石”朱鹮从 13只增加到了
2400多只。

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
济，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双赢？在汉中洋县朱鹮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传科科
长张跃明告诉记者，洋县从2003
年起，围绕朱鹮保护，开始实施

“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主动调整
经济结构，以好生态吸引了一批
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保护生
态和加速发展的矛盾，绿色发
展，应运而生。洋县因此获得

“西北有机第一县”“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县”等荣誉。

时下，里外兼顾、秀外慧中
的汉中，正走在追赶超越的上升
通道，阔步迈入新时代。借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东风，打造丝路源点城市的
构想和实践，为汉中构建起“东
西南北”全方位开放格局，这座
秦巴山区的小城将实现由对外
开放的边缘城市，迈向前沿城市
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宋雨周梦

本报讯（记者张维）陕西预防煤气
中毒安全工作进一步升级，陕西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立即开展预防煤气中毒入户安全
检查，安全检查和防范措施要做到全
面覆盖、不落一户、不出现盲区。

2018 年 11 月以来，陕西全省因
燃煤取暖造成的煤气中毒事件呈高
发态势，先后发生 4起疑似燃煤取暖
中毒事件，共造成 10 人死亡。特别
是 1月 7日，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
周邢村又发生一起疑似煤气中毒事
件，造成 3 人死亡。根据要求，各市
（区）、县安委会要立即对预防煤气中
毒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迅速采取行
动，紧急动员相关部门，发动乡镇、街
办、村组、社区干部及社会力量，以农
村村组和集中供暖尚未覆盖的学校、
城镇社区、民工宿舍、乡镇养老福利
机构等为重点，采取包区划片、逐一
入户的方式开展检查。

此次要求各相关行业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对本行业重点单位加强督
查检查，落实责任措施。乡镇、街办要
督促村组、社区逐户进行宣传、逐户开
展检查。各市、县安委办要对行业部
门、乡镇街办和有关单位落实情况进
行暗察暗访。对因工作开展不力导致
发生群死群伤的要严肃问责。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冬季天气寒
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进入高发多发
期，城乡居民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
炭火和燃气取暖做饭时，一定要注意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谨防一氧化碳中
毒悲剧发生。如有条件尽量选择集中
供暖,室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
时,煤炭要烧尽,不要闷盖;要经常开窗
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正确安
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定期检
查炉具,维护和清扫烟筒、风斗,保持烟
筒、风斗畅通。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
应远离易燃、易爆、易挥发的有毒物质,
不要直接放在卧室。

本报讯（记者张维）1月12日，来
自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2018年，
全省发生洪涝、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
等8类自然灾害338次，灾害涉及10个
市99个县区945个乡镇（街办）。灾害
造成330.76万人次受灾，15人因灾死
亡；农作物受灾382.4千公顷，绝收70.1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4亿元。

据综合分析显示，2018年灾情是
近十年来最轻的。与2017年相比，因
灾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和直接经济损
失分别减少了74%、71%和58%。

2018 年，全省自然灾害灾多面
广，重复受灾及贫困地区受灾比例
高。92.5%的县区和 72.7%的乡镇受
灾，75%的受灾县区出现重复受灾，
全省98%的贫困县受灾。雪灾和低温
冷冻对农作物造成损失大，雪灾主要
集中在 1月，设施农业损失较大，4.5
万多座蔬菜大棚不同程度受损，直接
经济损失 4亿多元；低温冷冻主要集
中在 4月，此时正值苹果、核桃、花椒
等经济作物开花时期，对坐果造成较
大影响。主汛期洪涝、风雹灾害交替
发生，7-8月发生洪涝灾害 116次，略
阳县城还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对
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7-8 月发
生风雹灾害 47 次，对农作物影响较
大，特别是对关中地区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和陕北南部优质苹果产区影
响较重。

陕西去年发生
自然灾害338次
15人因灾死亡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

有望今年开通试运营

改革开放陕西行新闻战线强四力

汉江源头“护水人”

78岁老人10余年义务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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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煤气中毒
我省开展入户安检

从日前召开的陕西全省交
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传来好消息，
2019年，全省预期完成交通投资
650亿元，全省高速公路里程力
争突破5600公里。

具体来说，高速公路方面，
今年将建成通车绥德至延川、蒲
城至黄龙高速公路蒲城至白水
段,力争建成通车韦庄至罗敷、清
涧至子长高速公路。全面加快
平利至镇坪等19个高速公路项
目建设。同时力争开工京昆线
蒲城至涝峪口改扩建工程、鄠邑
至周至至眉县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方面，重点改造县
城过境公路、畅通城际间拥堵路
段、建设红色旅游公路。建成通
车G316平梁至涧池等项目，加
快推进G342彬县县城过境等30
个项目。实现深度贫困村集中
居住 30 户以上自然村通沥青
（水泥）路，基本消除通村公路
“油返砂”现象。

高速铁路方面，加快推进银
川至西安、西安至延安高铁建
设，加快西安至十堰、西安至安
康、延安至榆林等高铁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实现西安至十堰高铁

开工建设，力争西安至安康、延
安至榆林高铁开工。

城际铁路方面，全力加快西
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项目建设
和运营筹备工作，确保实现开通
试运营。有序推进西安至韩城、
机场至阎良、西安至法门寺、法
门寺至机场等 4个城际铁路项
目建设。

普速铁路方面，加快铁路货
运通道建设，完成阳平关至安康
铁路扩能改造，建成蒙西至华中
煤运通道、神木至靖边铁路。

此外，今年我省将实现ETC

车载设备免费安装全覆盖，加快
推进公路通行费手机移动支
付。持续深化岚皋、泾阳、眉县
等全省第二批城乡道路客运一
体化试点建设。指导宝鸡、咸阳
公交都市创建，推进城市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取消总质量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
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推
进全省网约车规范化进程，加快
各地符合条件的平台公司、车辆
和人员的许可进度。

本报记者石喻涵 首席记者
姬娜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帮助民企健全
商标专利等保护制度

以律师服务进商会为抓手，
健全法律服务商会企业的长效
机制。为残疾人创办的小微福
利企业减免法律顾问费。为民
营企业提供各类专项法律服务，
帮助民营企业规范交易行为，预
防融资贷款等金融风险；帮助民
营企业建立健全专利、商标、专
有技术、商业秘密等保护制度。

建立二级企业
矛盾纠纷调解团队

民营企业发展需要优质的
法治环境，为此，西安市司法局
将聚焦民营企业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运用“法律进企业”普
法载体，开展法治宣传、以案释
法工作，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维
权意识。

组建市、县（区）二级律师法
律服务团队，深入民营企业开展
政策宣讲、法治培训、法治体检
活动，为民营企业出具一份法律
意见书。

设立 12348热线和区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服务民营企
业“专家门诊”，安排熟悉民商
事法律的律师定期坐诊，为民
营企业提供键对键、面对面法
律服务。

组建市、县（区）二级民营企
业矛盾纠纷调解团队，推进律师
参与涉企领域矛盾纠纷的专业
调解，减少企业讼累，提升市场
主体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的
便利度。指导民营企业设立纠
纷调解组织，开展本辖区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

放宽民企员工
法援受理条件

西安市司法局还将开展一
系列特色活动助力民营企业发
展，包括：放宽民营企业员工法
律援助受理条件，降低受理门
槛。对民营企业中的残疾职
工、农民工和困难员工提出的
法律援助申请做到应援尽援、
优援速援。优化农民工讨薪等
群体性案件援助机制，倡导调
解优先，引导申请人依法理性
维权，协助民营企业构建和谐
劳资关系。

指导市律协加强公司法、
破产清算、和解、重组等业务
知识培训，鼓励倡导律师事
务所争取破产管理人资质，
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民营企业参与资产优化提供
精准服务。

西安市公证处将开展
相关公证服务试点

在西安市公证处设立服务民
营企业“走出去”窗口，为民营企业
跨境民商事活动中的法律事实、法
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提供公
证证明；为民营企业赴外设立公
司、商务考察、开展国际贸易、权利
保护与救济、争端解决等提供优质
服务。根据跨境贸易民营企业的
需要，为其及时办理跨境交易的电
子数据等证据保全公证，为民营企
业跨境诉讼、仲裁提供有力证据。

西安市司法局党组书记陈松
林透露：“西安市司法局还将在西
安市公证处进行‘只跑一次’公证
服务试点，对出生、身份、曾用名、学
历、学位、职务（职称）、资格、证书
（证照）、文本相符等公证事项，开展
微信公证和公证书邮寄送达等服
务。” 尹云燕本报记者石喻涵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

设法律“专家门诊”公证“走出去”窗口

西安十大举措服务民企发展
开展民营企业专项法治体检，搭建法律服务民营企业平台，开

辟服务民营企业“专家门诊”……为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昨天，
西安市司法局推出十大举措。

顺长江逆流而上，就能看到
其最大的支流汉江。它从汉中
市宁强县发源，由西北流向东
南，穿过高山、峡谷、盆地，滋润
着江汉平原的千里沃野。

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和引汉济渭工程的重要水源
地，汉江在陕西人民的精心呵护
下，成为记载乡愁的“母亲河”，
滋养万物的生态河，更成为新时
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
设美丽中国的亲历者、见证者。

老人10余年义务捡垃圾

宁强县有“南水北调水源地，
汉江源头第一城”之称。2018年
12月26日，在汉江源头的汉水源
村，干净清澈的水流汇溪成江，溪
流里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

这方水如此干净，当地村民
功不可没。宁强县汉水源村78
岁的张邦贵老人每天都要带着
火钳和袋子，从家到源头沿河步
行5公里左右，捡拾垃圾，大到塑

料瓶、编织袋，小到烟盒、废纸
片，还常提醒村民和游客：“这里
就是汉江源头，不要乱扔垃圾。”

张邦贵专门在村里成立了
“捡垃圾”小组，每个月组织群众
到汉江源头义务捡拾垃圾一次，
有效提高了群众保护汉江源头
环境的积极性。

张邦贵的一位邻居介绍，10
多年前，张邦贵就经常沿着这条
小河捡拾垃圾，再背到村里固定
的、远离小河的垃圾点。如今
250多户村民户户整洁，全村群
众都成了水源地的义务宣传员
和守护者。

作为汉江源头的汉源街
办书记，陈益品的担子也不
轻，既要保护好汉江源头不受
一丝污染，又要确保地处秦巴
山深处的数万名群众脱贫致
富任务如期完成。“两个任务
同等重要，两件事情都不容忽
视，都得干好。”

宁强县水利局纪检组组长

杜景喜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一
江清水送京津，宁强县严格实
施了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工业
限制等水资源保护措施。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
发展，但宁强县坚持在保护绿
水青山的同时向大山要效益，
确保当地群众在脱贫致富的路
上不掉队。该县不仅因地制宜
发展茶叶、食用菌、中蜂养殖等
绿色生态农业，还建成了集茶
叶生产、茶园观光和水土保持
为一体的生态观光茶园，村民
收入逐年提高。

好生态吸引绿色产业发展

山更青，水更绿，生态环境
的变化还让曾经濒临灭绝的“东
方宝石”朱鹮从 13只增加到了
2400多只。

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
济，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双赢？在汉中洋县朱鹮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传科科
长张跃明告诉记者，洋县从2003
年起，围绕朱鹮保护，开始实施

“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主动调整
经济结构，以好生态吸引了一批
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保护生
态和加速发展的矛盾，绿色发
展，应运而生。洋县因此获得

“西北有机第一县”“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县”等荣誉。

时下，里外兼顾、秀外慧中
的汉中，正走在追赶超越的上升
通道，阔步迈入新时代。借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东风，打造丝路源点城市的
构想和实践，为汉中构建起“东
西南北”全方位开放格局，这座
秦巴山区的小城将实现由对外
开放的边缘城市，迈向前沿城市
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宋雨周梦

本报讯（记者张维）陕西预防煤气
中毒安全工作进一步升级，陕西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立即开展预防煤气中毒入户安全
检查，安全检查和防范措施要做到全
面覆盖、不落一户、不出现盲区。

2018 年 11 月以来，陕西全省因
燃煤取暖造成的煤气中毒事件呈高
发态势，先后发生 4起疑似燃煤取暖
中毒事件，共造成 10 人死亡。特别
是 1月 7日，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
周邢村又发生一起疑似煤气中毒事
件，造成 3 人死亡。根据要求，各市
（区）、县安委会要立即对预防煤气中
毒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迅速采取行
动，紧急动员相关部门，发动乡镇、街
办、村组、社区干部及社会力量，以农
村村组和集中供暖尚未覆盖的学校、
城镇社区、民工宿舍、乡镇养老福利
机构等为重点，采取包区划片、逐一
入户的方式开展检查。

此次要求各相关行业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对本行业重点单位加强督
查检查，落实责任措施。乡镇、街办要
督促村组、社区逐户进行宣传、逐户开
展检查。各市、县安委办要对行业部
门、乡镇街办和有关单位落实情况进
行暗察暗访。对因工作开展不力导致
发生群死群伤的要严肃问责。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冬季天气寒
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进入高发多发
期，城乡居民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
炭火和燃气取暖做饭时，一定要注意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谨防一氧化碳中
毒悲剧发生。如有条件尽量选择集中
供暖,室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
时,煤炭要烧尽,不要闷盖;要经常开窗
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正确安
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定期检
查炉具,维护和清扫烟筒、风斗,保持烟
筒、风斗畅通。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
应远离易燃、易爆、易挥发的有毒物质,
不要直接放在卧室。

本报讯（记者张维）1月12日，来
自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2018年，
全省发生洪涝、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
等8类自然灾害338次，灾害涉及10个
市99个县区945个乡镇（街办）。灾害
造成330.76万人次受灾，15人因灾死
亡；农作物受灾382.4千公顷，绝收70.1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4亿元。

据综合分析显示，2018年灾情是
近十年来最轻的。与2017年相比，因
灾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和直接经济损
失分别减少了74%、71%和58%。

2018 年，全省自然灾害灾多面
广，重复受灾及贫困地区受灾比例
高。92.5%的县区和 72.7%的乡镇受
灾，75%的受灾县区出现重复受灾，
全省98%的贫困县受灾。雪灾和低温
冷冻对农作物造成损失大，雪灾主要
集中在 1月，设施农业损失较大，4.5
万多座蔬菜大棚不同程度受损，直接
经济损失 4亿多元；低温冷冻主要集
中在 4月，此时正值苹果、核桃、花椒
等经济作物开花时期，对坐果造成较
大影响。主汛期洪涝、风雹灾害交替
发生，7-8月发生洪涝灾害 116次，略
阳县城还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对
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7-8 月发
生风雹灾害 47 次，对农作物影响较
大，特别是对关中地区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和陕北南部优质苹果产区影
响较重。

陕西去年发生
自然灾害338次
15人因灾死亡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

有望今年开通试运营

改革开放陕西行新闻战线强四力

汉江源头“护水人”

78岁老人10余年义务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