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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公交2号线
全程用时50分钟

昨天6:30，记者来到定制公
交2号线首班车信号厂起点站，
一辆崭新的宇通纯电动空调客
车停放在站牌前，西安市公交三
公司公交人员正在做首班车发
车前的相关准备工作。记者刚
走进车厢，一股暖流扑面而来，
车内共有 42张座椅，与其他纯
电动公交车相比，该车的座位间
距以及通道等平地板区显得更
加宽大，不仅坐着舒适，乘客流
动也更加自如。

6:35，定制公交 2号线首趟
班车迎来了首位乘客杨先生，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杨先生打
开手机小程序页面，在上客门
扫码后走进车厢，他兴奋地说：

“今天坐定制公交，估计不到 1
个小时就能到单位，让我没想
到的是，我还是首趟班车的第一
位乘客。”

杨先生说，他在凤城十二路
附近的一家加工厂工作，平常每
天上班从东南郊到西北郊要折

腾2个小时，先坐公交车，然后换
乘地铁，下了地铁再乘公交才能
到单位。

6:50，定制公交 2号线首趟
班车从信号厂站准时发车，经过
10分钟的运行，7:00到达胡家庙
地铁站D进出口南20米处的上
客点，有7名乘客上车。

在此站上车的乘客田女士
说，她看到朋友圈有人转发定制
公交的信息，想到自己在凤城十
二路上班，每天都要倒车，随即
在微信上关注小程序，定制了公
交车。

记者沿途发现，车辆7:25到
达西安市中医医院 134路公交
站下客站、7:30到达运动公园南
门的行政中心下客站、7:35到达
文景西区东门下客站，7:40到达
终点站明光路凤城十二路口，全
程18.5公里用时50分钟。

“以前我必须 5点 40分起
床，乘坐289路公交6点20分赶
到胡家庙，再转乘245路公交到
单位，今天我6点20分才从家出
门，步行到站点乘坐6点50分发
车的定制公交2号线，7点40分

就到终点站了，比平常节约了40
分钟。”田女士说。

定制公交2号线首班车
昨日共卖出21张票

据公交人员介绍，定制公交
2号线17:40由明光路凤城十二
路口发车至信号厂，上客点分别
为：明光路凤城十二路口、文景
西区东门、行政中心、市中医医
院。下客点分别为：胡家庙、信
号厂。到达文景西区东门预计
17:43；到达行政中心预计 17：
50；到达市中医医院预计17:55；
到达胡家庙预计 18:20；到达信
号厂预计18:30。

据了解，定制公交2号线首

趟班车昨日共卖出21张票。此
外还有另外 4条定制公交线路
也开始运行。市民选乘定制公
交，可通过西安公交出行APP，
微信小程序西安公交票务、关注
公众号西安公交，就能提前一天
购公交车票。

记者体验过程中发现，该车
型便民服务设施齐全、乘坐舒适
度高，车内安装有冷暖双制空
调，配备空气悬架系统，使运行
过程中更加平稳，提高了乘坐舒
适性。车内配备了USB充电接
口方便乘客为手机、平板等用电
设备充电。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实习生杨思琦

准时发车，提前购买，上车扫码，2个上客点，4个下客点……1
月13日6：50，西安市定制公交2号线首班车在信号厂站准时发
车，前往明光路凤城十二路口，记者体验发现，与普通公交相比，站
点更少更集中，全程用时50分钟，市民称比平时节约40分钟。

市民乘坐定制公交2号线首班车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有
人摔倒了！”1月 12日 18：30，
一位近 70岁的老人突然摔倒
在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外的
道路上，正当人们围观、不知
所措的时候，一位男子上前查
看，并立即拨通电话，联系附
近的省结核病防治院医护人
员将老人迅速送到医院急

诊科。
这名男子叫邵魁卿，原是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
外科医生，最近作为中组部第
二十批西部博士服务团成员来
陕西工作，1月 10日下午从北
京来到省结核病防治院报到。
1月12日晚，老人摔倒时，他恰
巧下班回家。

昨天，邵魁卿告诉记者，
当时他把老人扶起，老人虽浑
身不适，头皮有外伤，但意识
清醒，简单询问后，邵魁卿得
知老人原来是省结核病防治
院内三科的一位患者，晚上出
来闲转，没想到走到医院外的
马路边时，突然就跌倒了。于
是，邵魁卿立即拨打电话联系

到医院三病区反馈情况。几
分钟后，病区医护人员赶到现
场，邵魁卿与医护人员一起将
老人护送到医院急诊科，为其
处理外伤，并进行详细检查。
目前为止，老人除了血压高
外，暂无大碍。听到这个消息
后，始终陪同在侧的邵魁卿才
松了一口气。

老人路边摔倒医学博士上前救助

西安定制公交首发车来了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2019年，陕
西省全年城镇新增就业45万人；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十五连调”，月人均
2853元；全年共为 1.08万名劳动者追
发工资等待遇1.26亿元……这是记者
昨日从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2019年，全省登记2019届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 7.33万人，实现就业
6.47万人，实现就业比例88%。全年新
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4.5亿元，全省企
业稳岗返还支出33.94亿元，7135户企
业135.98万职工受益。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十五连调”，月人均 2853元。
累计扶持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
121.8万人，2019年当年转移就业42.98
万人。全省新建社区工厂526家，累计
达到 1073家，1.31万名贫困劳动力实
现“楼上居住，楼下上班”。全省共为
49.5万名贫困群众缴纳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2965.4万元。据统计，全年共为
1.0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1.26
亿元，欠薪案件数、涉及人数、金额同比
分别下降19%、54.3%、42.9%。目前，全
省共化解已核实欠薪项目121个，涉及
17824人、金额5.25亿元。

我省去年
新增就业45万人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
实习生杨思琦）昨日，来自全省
各地贫困户提供的核桃、黑米等
特色优质农产品，在共青团西安
市委、西安市扶贫办组织的“团
团大集”上刚一亮相，便受到市
民们的抢购。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李家村
万达广场“青春助力脱贫攻坚·
团团大集”上看到，琳琅满目的
核桃、黑米、挂面、猕猴桃干、木
耳、香菇等特色优质农产品被市
民们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市民边
购买边打电话动员亲朋好友前
来“抢购”。还有不少市民现场
拍照并发朋友圈：“奉献着自己
的爱心，用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
坚。”

期间，西安东城丽地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场认购扶
贫大礼包100份，西安青年志愿
者代表现场向全市发出青春助
力脱贫攻坚的倡议，号召广大

青年、青年企业家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发扬扶贫济困、互帮
互助的优良传统，伸援手、献爱
心，积极参与和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大力
宣传推介和购买消费贫困地区
农产品，帮助广大农民朋友增
收致富，助力扶贫产业升级和
乡村振兴。

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市青
联主席汪国栋说，2020年是脱贫
攻坚战决胜之年，全市各级团组
织围绕服务中心工作的主线，主
动肩负职责使命，发挥青年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此次举办的

“青春助力脱贫攻坚·团团大集”
助农产品展销既是用行动助力
脱贫攻坚，更是对全市共青团组
织深化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再
动员、再部署。

据悉，集中示范活动从1月
13日开始到 17日结束，广大市
民可到雁塔路万达广场选购扶

贫农产品，为扶贫出一份力。据
介绍，自“青春助力脱贫攻坚·团
团大集”助农产品展销系列活动
启动以来，先后走进西安市辖区
内的企业、社区、高校展销贫困
县区的助农产品，并发动相关
企事业单位以集中采购、预订
年货等方式进行消费扶贫。目

前，已销售扶贫大礼包 2000余
份，销售额达50余万元。随后，
共青团西安市委及碑林区相关
负责人一同慰问了城管、保洁
等城市治理工作者，为他们送
去扶贫大礼包及春联，同时也
送去新春的祝福，感谢他们为城
市的辛勤付出。

市民购买助农产品 本报记者马昭摄

“团团大集”开张扶贫农产品“抢手”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1月13
日，由共青团陕西省委、省委政法委、省
委网信办、省委文明办等11家单位共
同举办的第七届“陕西好青年”颁奖典
礼暨第八届“陕西好青年”启动仪式在
西安举行。

团省委等活动主办方通过资格审
查、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流程，分上、
下半年，从全省近500名候选人中，评
选出了创优、创新、创业、尚德、公益、网
络、扶贫、平安等八大类别充满生活气
息、具有时代特征、传递青春正能量的
青年榜样及集体典型。最终，马健等
70名为第七届“陕西好青年”，西安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等32个集体为第
七届“陕西好青年集体”，追授王文臻、
李保保为“陕西好青年”。

团省委书记段小龙深切寄语陕西
好青年，要胸怀理想、不忘初心，始终怀
有赤子之心，志存高远，持续奋斗；要珍
惜时光、奋发学习，让个人的所学所思
所悟转化为服务人民、砥砺前行、促进
发展的新动能；要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成为我省新思想、新观念的倡导者，新
领域、新事业的开拓者，新风尚、新经验
的实践者；要踏实工作,甘于奉献，在奉
献中成就自己的理想，在坚守中体现出
自身的价值，在奋斗中追逐青春理想。

第八届“寻找身边的
陕西好青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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