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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城市天然气
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

新实施的天然气价格改革
方案指出，调整天然气销售价
格，理顺城市天然气配气价格和
销售价格。按照省上新的管道
天然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重新
核定城市天然气综合配气价
格。调整分类配气价格，居民配
气价格由0.49元/m3调整为0.52
元/m3，上调 0.03 元/m3，非居民
配气价格由 0.754元/m3调整为
0.704 元/m3，下 调 0.05 元/m3。
居民用气价格需疏导上游门站
价格上调和省内管输价格下调
后的涨幅 0.056元/m3。综合以
上因素，西安市城市天然气居民
用气销售价格共计上调 0.086
元/m3，非居民用气价格下调0.05
元/m3。

学校幼儿园等
不执行阶梯气价

按照中央及我省要求，天然
气价格中包含了居民十年到期
燃气表更换费用，今后各燃气企
业更换居民十年到期燃气表不

再向用户收取费用；为确保天然
气价格秩序，维护天然气用户利
益，未到期燃气表如出现故障，
更换或维修也不再收取任何费
用（仅限居民用户室内燃气表更
换或维修，不包含其他设施）。

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
民用户，包括学校、幼儿园、养老
福利机构、城镇社区居委会、小
区自备锅炉采暖、市政集中采
暖，不执行居民阶梯气价，气价
在第一阶梯终端价格基础上加
0.02元/m3，标准为2.09元/m3。

居民阶梯气价结算周期仍
以年为单位，结算周期起始时间
为每年1月1日到12月31日。

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及季节性差价制度

新方案明确指出，天然气上
下游价格联动适用于城市门站
价格（含管道天然气上游门站价
格、省内管道运输价格等）调整
引起的购气成本变动。

季节性差价适用于各燃气
企业为弥补冬季高峰期用气量
缺口，在市场上采购中石油、中
石化等管道气、交易所摘牌的管

道气及LNG等引起的购气成本
变动。

多措并举保证供应
确保市场秩序平稳

西安市发改委表示，理顺西
安市天然气价格是深化资源性
产品价格改革的重要举措，涉及
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要求各区
县发改委（物价局）、西咸新区、
高新区、港务区等有关部门要做
好天然气价格改革政策宣传工
作，积极引导群众正确解读价格
政策。

各燃气企业在执行时间、气
价标准、气价分类等方面要严格

执行政策规定；要制定应急预
案，如出现群众排队购气现象，
及时采取不限气量、延长营业时
间、保证供应等应对措施，确保
市场秩序平稳。

同时，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
对燃气企业的监管，全面了解燃
气企业及供热等相关行业经营
状况，及时反映企业诉求，确保
行业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
及时跟踪了解政策执行情况，并
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系
配合，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变动
情况，切实维护天然气价格
秩序。

本报记者郑伊琛

3月15日下午，记者从西安市发改委获悉，西安市天然气价格
改革方案今起实施。调整后，西安市居民天然气销售一阶价格由
每立方米1.98元调整为2.07元。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正当
网络热搜还在讨论“街边老人摔
倒你扶不扶”的时候，西安理工
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大四女生王
怡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

“标准答案”，同时传播正能量的
还有王怡琛的母亲杨女士。

3月 7日下午 3点 50分左
右，西安交通大学 95岁高龄的
离休老教师王老先生，从菜市场
买菜后回家途经交大二村北门
附近时，由于单手拿着大量的蔬
菜和食品，行走中不慎侧向跌
倒，左侧颧骨着地，顿时眼角鲜

血直流。家住交大三村，恰好经
过这里的王怡琛目睹老人跌倒
过程，立刻冲上前慢慢扶起老
人，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纸巾为
老人擦血、止血，并询问老人是
否需要打120叫急救车，有无家
人的联系方式。交流中，老人说
暂时不要急救。王怡琛现场观
察老人意识尚清醒，就搀扶老人
回到家中。

王老先生得知女孩要在下
午 4点回学校与老师就考试问
题进行沟通后，执意让女孩赶快
回学校，不要管他。王怡琛觉得

老人 90多岁了，受伤独自在家
恐有危险，随即通过电话找来母
亲杨女士照顾老人，这才赶往学
校。后来，杨女士与老人家人取
得了联系。不久，王怡琛从学校
赶回，在王老先生家中与母亲会
合，并说服老人的家人送老人到
医院做检查治疗后，母女俩才回
家休息。两人做了好事，事后对
谁也没有说。此后的几天里，母
女放心不下老人的身体，曾前往
老人家探望，目前老人已在康
复中。

事情发生几天后，西安理工

大学接到王老先生亲笔书写的
感谢信，学校相关部门找到王怡
琛才了解到事情的前后经过，同
学和老师们才知道小王救人
的事。

昨天，小王对记者说：“当时
就是本能反应，根本就没想什
么，看到爷爷摔倒在地，第一反
应就是扶起爷爷，看他受伤没
有？伤得重不重？我奶奶过年
前摔一跤，做了一场大手术。谁
家都有老人，将心比心，我相信
在紧要关头，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的，我做的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95岁老人街边摔倒眼角流血

大四女生冲上去救人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昨日，记者
从西安市商务局获悉，2018年，西安市
以《西安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运行
考核标准及奖励办法》为抓手，紧扣考
核指标，紧盯试点单位，现场检查与系
统监测相结合，实现常态化考核，下大
力气推进肉菜追溯监督管理工作。

据了解，2018年按照相关考核办
法优胜劣汰，西安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
体系试点单位中，13家被剔除，8家被
吸纳，截至去年年底，西安市试点单位
共148家。在2019年的追溯工作当中，
西安市将从“再认识，再实践”为切入
点，从加强学习认知、狠抓行动落实、管
好设备设施、营造倒逼环境、制定激励
措施、探索创新模式等6个方面着手，
联合各部门、携手各单位、带领各企业，
共同发力，扭住追溯增效关键点，树立
企业品牌形象，营造市场诚信环境，探
索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推动西安市肉菜
流通追溯工作纵深发展。

8家单位入选
西安肉菜流通追溯试点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最近几天，
西安最高温都在20℃左右。天气预报
预测，本周末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适合外出赏花。

省气象台预报，3月16日陕北晴天
间多云，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3月
17日陕北北部晴天间多云，陕北南部、
关中晴天转多云，陕南多云间阴天，陕
南南部有小雨。3月18日全省多云间
晴天。近期，西安市多受高空偏北气流
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间有小
波动影响，天空云量增加，具体预报如
下：今天白天多云，5℃—22℃；今晚到3
月17日多云转阴天，6℃—20℃；3月18
日多云间晴天，8℃—23℃。

周末天气晴好
适合外出踏青赏春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为提升我省
幼儿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陕西省学前
教育研究会联合上海信立德教育集团，
昨日在西安举办“数学领域教学知识
（PCK）研训会”。来自陕西、四川、上海
等地的700名幼儿教师参加了培训。

领域教学知识（PCK）是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自觉融合学科、教学与儿童研
究知识的综合能力，是提升教师课程实
施水平的关键能力。陕西省学前教育
研究会非常重视幼儿教师专业技能提
升，并希望将领域教学知识（PCK）的研
究成果在陕西省所有幼儿园中有效实
施与落地。本次研训通过专家讲座、名
师课堂、专题微报告、互动提问等形式，
围绕领域核心经验梳理分享、教师课程
实施能力提升、区域“专业共同体”构
建、幼儿园课程资源建设、教师专业成
长机制探索等多个重要话题展开交流
研讨，力求使参训者对数学领域教学知
识有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为提高相关
幼儿园的课程建设质量和水平奠定坚
实的基础。

700名幼儿教师
古城“取经”

历经百余天努力，数十次大
小抢救及一次手术后，妊娠 25
周、出生时仅0.68公斤的小宝贝
嘟嘟（化名），经过西安市第四医
院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101天的
精心治疗，日前终于出院了。

新生儿科护士长同锦锦回
忆说：“还记得第一眼见到嘟嘟
时，她那吹弹可破的皮肤，细如
发丝的血管，若有若无的呼吸，
松软少动的四肢，医护人员真
真切切为嘟嘟的健康捏了一把
汗。”

新生儿科主任医师倪黎明
召开科室紧急会议，并成立了
特别救治小组，对嘟嘟身体进

行全方位的评估后，制定了详
细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医生给
嘟嘟当即实施了脐静脉置管，
建立了生命通道。但是，嘟嘟
很快出现了呼吸困难和缺氧
的症状，医生立刻进行气管插
管并使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新生儿科的护理人员为了保
护她的皮肤减少摩擦，特意找
来更柔软的床单包裹上充气
的乳胶手套，为嘟嘟“量身定
做”了一个舒服的气垫床；选
用了最小号、更柔软的卫生护
垫给她当小尿布；在皮肤上轻
轻涂抹维生素E保持皮肤的水
分不流失；同时把暖箱温湿度

调节至最佳指数，让她在适宜
的环境下成长。

嘟嘟出生后第 70天，眼科
副主任赵曦泉为她复查眼底时
发现，嘟嘟出现了急进型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在第一时间征得家
属同意后，医生立即为嘟嘟实施
了手术。

护士们为了嘟嘟的日常护
理真的是“煞费苦心”。为了防
止代谢性骨病的发生，她们为嘟
嘟量身设计了宝宝运动操；为了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她们每天
给嘟嘟播放优美的音乐并配合
父母讲故事的声音进行音乐治
疗，看着嘟嘟享受的表情，护理

人员露出了满足的笑脸。
本报记者张毅伟

护理早产宝宝嘟嘟

1斤多早产儿101天历险记

西安市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今起实施

居民一阶气价涨0.09元/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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