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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黄陵一号煤矿跟紧市场、贴紧
现场、盯紧客户，把市场作为调控煤质的风向
标，稳步推进“精煤战略”精耕细作，抓源头、严
监督、保质量、重奖罚，从源头到终端进行全过
程质量监督、考核，狠抓煤质管控，提高商品煤
的“含金量”。

该矿加大源头控制和洗选加工的力度，采
掘工作面严格控制采高，禁止无故破顶、破底。
半煤岩采掘工作面，煤、岩必须分装分运，严格
控制原煤灰分及含矸率，杜绝煤质“超红线”。

采制样人员每天到3000米u型巷道中，每隔
100米每隔1小时对原煤、洗煤产品进行检测，
预判前方煤质的好坏，调整生产节奏。同时加
强选煤楼筛选系统管理，保证筛选系统正常运
行。对块煤中的矸石，由专职捡矸人员进行人
工分离，加快粗精煤回收系统改造和中矸分离
改造，使精煤分选率提高到60%以上，动力煤发
热量始终保持在5500大卡以上，洗精煤灰分基
本控制8.05左右，发热量平均6500大卡以上，
商品煤质量合格率达到97%。 倪小红李雨倩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抓煤质管控促效益提升

公交车上孕妇不适

7月30日中午，龚仲奎驾车
从火车站开往北客站途中，一
位孕妇从大明宫遗址公园站上
了车。

“上车时，她一个人提了五
六个袋子。她上车时我就注意
到了，一直等她坐稳了我才开的
车。”龚师傅说：“车开到团结四
社的时候，车上就有动静，我通
过后视镜发现，孕妇正在打电
话，我听到她说肚子疼，就问要
不要去就近医院看一下，她说不
用，就是肚子稍微有点疼，想上
厕所。”

听说要上厕所，龚师傅就边
走边看路边哪里有厕所，同时，
再三确认孕妇需不需要去医院
看看。

市民协力相助

看到公共厕所，龚师傅将车
靠边停稳。由于车上都是男乘
客，龚师傅下车找了一个女孩，让
其帮忙把孕妇扶去厕所，龚师傅
则上车向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并
让大家换乘了下一辆车。

女孩扶着孕妇进厕所时碰到
了正在值班的李阿姨，孕妇表示
要生了，李阿姨把休息室的门一
开，孕妇直接躺在了床上，李阿姨
赶紧拿了个褥子给她盖上。

龚师傅说：“我一看情况紧
急，就想着赶紧送她去医院，但我
一想，120 最近的是在凤城三路，
过来差不多得半个小时，肯定来
不及，也没看到空驶的出租车，我
就跟李阿姨商量，连人带床把她
抬到车上，我开车送去医院。

孩子顺利出生

“抬的过程中，那个孕妇就拉
着我的手，说不行了要生了。”龚
师傅说，“我还没结婚，没经历过
这种事，当时就只能干着急，她把
我的手拉得紧紧的，我就一直安
慰她说没事。还没抬到车上，就
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担心孕妇和孩子，龚师傅加
快了速度，不到10分钟就把车开
到了就近医院，由于着急闯了红
灯。龚师傅说：“那个红灯时间太
长了，实在是没办法，我下车给小
车司机说了一下，大家很理解，让
我先过去了。”

记者了解到，出生的宝宝是
个女孩，6斤重。

本报记者陶颖
实习生刘佳怡

本报讯（记者李佳实习生
李子涵丁彧莘）7月31日上午，
有近10辆私家车停放在长安西
路两侧的海绵停车位上，这其中
有绝大多数司机就在车上。11
时 40分，西安交警雁塔大队的
巡逻民警，驾车沿此处经过。交
警用车上喊话器对违停车辆喊
道：“请超时停放车辆尽快驶
离！”话音刚落，现场不少违停车
辆纷纷驶离。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安已有
海绵停车位2处，分别是位于长
安西路的夜间免费海绵车位，使
用时段为：当日 21:00到次日 7:
00，允许私家车单排有序停放。

另一处是位于明德二路的出租
车司机就餐专用海绵车位，上午
11:30到14:30出租车可停放，方
便的哥的姐就餐、加油，专车专
用。

针对夜间“海绵停车位”超
时违停，社会车辆占用出租车专
用海绵停车位停车的问题，近
期，西安交警采取了每小时巡
逻、喊话警告的同时，严查“海绵
停车位”刚设置就留下的“后遗
症”，对不按时、不按规定停放的
车辆，依据“违反标志标线”等法
律法规，对占用专用车位和超时
停放的私家车，处以罚款200元
扣3分的处罚。

7月31日上午，西安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对 2起涉恶案件进
行集中宣判。

被告人鲁某甲、鲁某乙系孪
生兄弟，2006年至2019年期间，
两人纠集多人在西安组织、强迫
妇女卖淫，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
组织。

该犯罪组织长期盘踞在西
安市新城区、雁塔区、灞桥区三
区交界处，通过实施多起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
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逐步形成一个以
鲁某甲、鲁某乙为首要分子，被
告人谭某某等34人为一般成员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以组织
妇女卖淫为主业，并强迫多名妇
女卖淫，仅在 2015 年 8 月至
2019年1月期间，即通过微信、
支付宝收款的方式非法获利
11464190.87元。

据此，鲁某甲等 41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 15年至 1年 2个
月不等刑期，并处相应罚金，对
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

2012年底，被告人赵某某
成立了西安咸真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并租用新城区裕朗国际A
座 1133室作为办公场所，开展
非法放贷业务。

后赵某某吸收被告人牟某
某、屈某某为业务员，由被告人
张淑萍提供部分放贷资金，并与
被告人芦宁开展业务合作，不断
扩大非法放贷业务。该组织以

民间借贷为名，以快速、灵活放
款为诱饵吸引借款人，与借款人
签订利息较低的借款合同，并要
求借款人提供房产、车辆做抵
押，还让借款人出具代为处置抵
押财产的委托书，随后对上述借
款合同和委托书进行公证，从而
掌控抵押财产的处置权，与此同
时，该组织还会与借款人签订一
份利息较高的借款合同，要求借
款人按照较高的利息偿还借款。

截至2018年6月，该组织以
上述“套路贷”手段骗取房产 5
套、车辆 2辆，又以暴力手段敲
诈被害人，还通过殴打、非法拘
禁、泼漆喷字等手段，向被害人
暴力讨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扰乱正常金融秩序，致使多人人
身财产安全遭到侵害，家庭关系
遭到破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至此，已形成以赵某某为
首要分子，芦某某等4人为成员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组织先
后实施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等多宗违法犯罪活动，诈骗金
额共计1000550.12元，违法所得
共计1319250.12元。

最终，赵某某等6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十七年六个月至三
年六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相应罚
金。

本报记者 张晴悦 实习生
张天馨李扬

孕妇乘车突然临盆

公交车紧急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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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把孕妇往车上抬的时候，她就拉着我的手，给我说不行了，要生了……”昨日，说起7月
30日开车时遇到的紧急情况，200路公交驾驶员龚仲奎表示，自己刚开始很着急，后来很喜悦。

对于这一段经历，龚师傅说：“我特别感动，没有好心路人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她抬上车。当
时大家都是主动过来帮忙的，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热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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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抱你也许你会好受点
安抚病人情绪护士每天拥抱患病奶奶

近日，一张护士拥抱病床上老人的照片，在网上被网友们纷纷转载。不少网友点赞称，
“只看画面就已经很感动了，如果自己在生病时，也能遇到这么有爱的医生或护士，可能病都
好了大半截。”

记者了解到，今年76岁的李奶奶因病住院，她的责任护士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李敏，在老人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都会给老奶奶温暖的拥抱，用心与她沟
通、交流，并安慰、陪伴她。

没想到这个举动被关注

7月31日，记者来到西安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找到了照片
里的护士李敏。看到有人带着照
片来找她，李敏脸红着说：“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举动，都被大家关注
了。”她说，因为长期慢性疾病消
耗，76岁的李奶奶已经不能正常
讲话，情绪也极易失控，作为责任
护士她也很着急。

从老人入院开始，李敏每天
都要在老人的病床前完成辅助治
疗等工作。李敏说，老人身上有
很多基础病，肾上有结石，泌尿系
统感染，还因长期卧床形成膀胱
内多发结石，得了多年脑梗塞，引
起了老年痴呆，骨质疏松，老人十
分消瘦，长时间躺在病床上心情
也不好，所以希望用拥抱让老人
在接受治疗时放轻松。

晚上是护工照看老人，白天则
是老人的女儿或儿子在照看，每天
都有人陪在身边。但老人因长时
间卧床，说话也已经不利索了。可
能是因为李敏和老人每天都见面，
李敏有时候在判断老人支支吾吾
的语言时，比她的儿女还准确。所
以，老人见到李敏就会微笑。

拥抱成医患间日常动作

有着 13年工作经验的李敏
告诉记者：“起初，害怕老人长期
卧床出现压疮，所以要每两个小

时给老人翻一次身。”每次在护理
老人时都很不配合，所以李敏每
次就和老人聊刘三姐，趁老人不
注意时给老人换点滴。就这样一
天天过去，老人对李敏也慢慢熟
悉了，产生了信赖感。李敏平时
在巡视病房时，也会有意识的去
看望老人，握一握老人的手。

随后，李敏在给老人翻身时，
老人就会主动伸出双手想要拥
抱，就这样拥抱慢慢变成了李护
士和老人之间的日常。老人快要
出院时，李敏像往常一样来给老
人做护理工作，同事在看见李敏
和老人拥抱时，就将这个场景拍
了下来。

李敏说，从事护理工作这
么多年发现，病人来到新的环

境，自己也会设身处地的想一
想，会付出更多的耐心与时间
和病人沟通，多给病人一些微
笑，病人也会理解医护工作，更
加配合一些。

本报记者葛兰实习生任虎

“海绵停车位”上超时违停
罚200元记3分

交警纠违

新城法院宣判两起涉恶案件
47名被告人获刑

李敏抱着老人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