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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早上
在陕西省图书馆看
到，8点门口就排起
了“长龙”，从图书馆
入口蜿蜒而下直到
路边栏杆，再一直环
绕到体育场地铁站
B口，很多学生戴着
耳机有序排队，到图
书馆里看书。
本报记者陈飞波

实习生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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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年内实现建工
路-新兴南路等快速路通车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该局共
承担重点建设项目42项工程，包
括会展中心外围提升改善道路
PPP项目、道路交通工程、城棚改
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断头路打通
工程等42项工程，截至目前，秦
汉大道、韩森东路等12项工程已
完成并放行通车，西三环阿房路
立交、西铜路城市段快速路等25
项工程正在加紧实施。

2019年计划打通 50条，目
前已打通 13条，2020年计划还
将打通41条。该局将加快建设

“三中心”周边配套道路、西铜路
城市段、西三环-阿房一路等快
速路，协调推进西安火车站改扩
建工程、北广场综合改造及周边
市政道路建设，主动做好与铁路
部门沟通对接，力争年内实现昆
明路、建工路-新兴南路等快速
路建成通车。同时，加快完善太
白路、西部大道等快速路，以及
综合管廊二期和南稍门—环城
路区域海绵城市等项目的前期
手续，并争取尽快实施。

上半年新建绿道
190.9公里

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西

安绿化建设重点从绿道建设、
“花园之城”建设、“15分钟便民
休闲圈”建设、植树增绿、重点部
位增绿等五个方面全面展开；
力争全年新建绿道总长度不少
于500公里，其中社区绿道总长
度不少于100公里；新建鲜花迎
宾大道不少于 50条，建设一批
花境、花海、花田；加快社区周
边便民利民的绿地广场、口袋
公园和社区绿道，提升市民日
常休闲的便利度，新建绿地广
场、口袋公园65个、改造提升老
旧绿地广场40个，持续推进“五
路”两侧绿化提升，高标准规划
设计绕城高速增绿提升，年内
新增城市绿地632万平方米，植
树38.2万株。

截至6月底，全市新建绿道
190.9公里，改造13.8公里，其中
新建社区绿道56.1公里，区级绿
道 102.1公里，市级绿道 32.7公
里；“花园之城”建设成效明显，

重点推进中心城区范围内花城
建设项目，近期重点建设花街花
道、花园花海和花廊花径三大体
系，城区累计建成鲜花大道 37
条，安装立体绿雕70处，建设完
成花墙 2.7万平方米，花境 153
处，建设花田花海240万余平方
米，花灌木124万余平方米。

“15分钟便民休闲圈”建设
进展顺利，截至6月底，已新建绿
地广场26个，改造提升绿地广场
24个，新建口袋公园10个，改造
提升口袋公园10个，其中曲江新
区、浐灞生态区、国际港务区、长
安区、新城区、雁塔区、鄠邑区等
建设推进顺利，任务完成过半，
同时已有多个绿地广场、口袋公
园建成对市民开放；“五路”两侧
增绿成绩显著，截至6月底，累计
新增城市绿地面积713万余平方
米，改造提升绿地面积449万余
平方米。

本报记者张艳芳

西安新建绿道190.9公里
力争年内实现建工路-新兴南路等快速路通车

“警方”来电要求配合调查

“7月 9日 9时许，一个 132
开头的陌生电话突然打来跟我
说，他是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派
出所的民警，他们接到湖南一个
派出所的电话，说我于2019年6
月11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人民医
院，给一个名叫王月的3岁小女
孩办理了入院手续，现涉嫌一起
诱拐儿童案件。”

她向“民警”解释，自己根本
没有去过长沙，对方让她直接与

湖南警方对接，随后，电话被转
接了过去。

“湖南警方开始对我进行调
查，要求我带上所有的银行卡、
信用卡找个小旅馆。”陈珊说，到
了小旅馆之后，对方要求她关闭
手机网络，并屏蔽所有电话，她
一一照做。

“调查”过程中，对方通过
QQ，先问陈珊要了所有银行卡
及信用卡的开户信息，随后给她
发来两张照片，称照片上的女子
名叫张庭，涉及一起洗钱案，问

她是否认识。“我说不认识，对方
说，据张庭口供，我与此事有关
联，张庭还曾给我转账 21 万
元。”之后对方称要帮她澄清此
事，指使她将卡里的1.9万余元
全部转入一张邮政储蓄卡中，并
要求她在“借呗”上借款3000元
一同转入。

对方发来一张附有照片盖
着红章的“逮捕令”。“我一看逮
捕令上的信息与我本人的完全
一致。”

数天后才发现是骗局

陈珊说，第二天早上 8点，
“警方”要求她继续配合调查，并
称拐卖儿童的案件已经查清，现
要将她转为“污点证人”来配合
调查洗钱一案。

“他们说，张庭案与一个叫
赵经理的人有关，现在赃款都在
赵经理那，让我加赵经理微信，
从他那贷款，将赃款套出来。”陈
珊照做之后，赵经理让她前往位
于南稍门地铁口的中贸大厦办
理贷款手续。7月11日中午，完
成手续的陈珊拿到了这笔贷
款。“我从赵经理处贷了13.4万
余元，实际上只到账8.7万余元，
他们指使我再多贷一些。”

陈珊说，赵经理将她介绍给
了一位李姓经理。李姓经理所

在公司审查了她的资质后，未给
她放款。赵经理见状，帮她用手
机在某平台上借款 1.3万余元
（实际到账1.2万余元），随后与
李经理二人又将她带到了另外
一家贷款公司。“在这家公司，我
先交了 2300元买保险，才成功
贷款，贷款 13万元，到账 9.4万
元。”陈珊说，在一过程当中，“民
警”以调查为名，要走了她此前
在赵经理处所贷的8.7万元，还
以中国银行的王某也涉及此案
为由，又让她从中国银行的APP
上贷款21.6万元。这笔钱及后
面由赵、李二人引领所贷的钱，
也均被“民警”要走。

“7月 17日我给他们发消
息，对方再不理我。下午给我老
公一说，他说我肯定遇上电信诈
骗了，我赶紧去阿房宫派出所报
了案。”陈珊说，“我在西安市某
医院做护士，一个月工资最多
6000多元，现在40多万元被骗
走了，贷款欠了近50万元，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陈珊说，事发后，她也去找
过贷款公司的人，对方称自己也
是受害者。“赵经理说他们的贷
款信息可能被诈骗团伙利用
了。现在这笔钱怎么还，只能跟
公司汇报商量。”

本报记者张晴悦

QQ收到“逮捕令”转走40多万元
女子数天后才发现是骗局

本报讯（通讯员靳蕾首席记者
李佳记者文锦）昨天记者从西安
交警新城大队了解到，西安市尚德
路全段道路改造南起东大街，北至
顺城北巷，长1810米，平均宽约12
米，计划采用半幅施工、半幅通行
的模式分七期施工。整体施工已
于7月21日启动，施工期间增设围
挡，道路变窄，通行能力明显下降，
施工路段及周边禁止占道停车。
请途经车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
自行提前择路绕行。

一期围挡（东新街—西五路）
东半幅：全长590米，宽7.25米，总
面积4277.5平方米，计划工期23天
（7月21日—8月14日），车辆经西
侧6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车
经人行道通行。

二期围挡（东大街—东新街）
东半幅：全长485米，宽7米，总面
积 3395平方米，计划工期 25天（7
月23日—8月18日），车辆经西侧6
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车经人
行道通行。

三期围挡（东新街—西五路）
西半幅：全长590米，宽6米，总面
积 3540平方米，计划工期 23天（8
月8日—8月31日），车辆经东侧7
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车经人
行道通行。

四期围挡（东大街—东新街）
西半幅：全长485米，宽6米，总面
积 3395平方米，计划工期 23天（8
月18日—9月11日），车辆经东侧7
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车经人
行道通行。

五期围挡（西五路—顺城北
路）东半幅：全长623米，宽7.25米，
总面积 4516.75平方米，计划工期
30天（9月1日—9月30日），车辆经
西侧6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
车经人行道通行。

六期围挡（西五路—顺城北
路）西半幅：全长623米，宽6米，总
面积 3738平方米，计划工期 30天
（10月8日—11月8日），车辆经东
侧7米宽道路通行，行人非机动车
经人行道通行。

七期围挡尚德路（东大街—顺
城北路）整体沥青上面层摊铺，计
划工期 10天（11月 8日—11月 18
日）。施工期间车辆可经解放路等
相邻道路绕行；尚德路沿线交叉口
及路口30-50米的渠化段，均采用
夜间突击施工方式，保证白天车辆
正常通行。

本报讯（通讯员靳蕾首席记者
李佳）记者昨天从西安交警新城大
队了解到，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项
目万寿路管廊出线井工程，已于 7
月 20日零时开始施工，计划工期
70天。施工将对十六街坊万寿路
口进行封闭围挡，经征求街道办、
社区等单位意见，确定施工期间行
人、非机动车可经围挡南北两侧的
人行道通行；十六街坊小区居民的
车辆，可从十六街坊康乐路口进
出，过往车辆可从相邻的十五街坊、
十七街坊通行。

西安交警提醒：施工期间道路
变窄，通行能力明显下降，施工路段
及周边禁止占道停车。请途经车
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按照交通标
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自行提前择路
绕行。

十六街坊万寿路口
进行封闭围挡

尚德路全段施工
将新增多处围挡

对方发来的“逮捕令” 本报记者王晓峰摄

7月23日，西安市政府召开“市政建设、绿化建设有关情况”
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2019年西安计划打通断头路50条，目
前已打通13条，2020年计划还将打通41条；截至6月底，全市
新建绿道190.9公里，改造13.8公里，其中新建社区绿道56.1公
里，区级绿道102.1公里，市级绿道32.7公里。

“警方”发来的一张“逮捕令”，吓坏了29岁的宝鸡女
孩陈珊（化名）。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如同失智一般，任由对
方摆布，最终在其指使下，借下近50万元贷款（实际到账
40余万元）转给了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