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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土建进度不一，道路施
工环境复杂这些难题外，有的
学校外部没有能够直接引进的
气源。可是，为了学校能够顺
利通气，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找
气源。未央区教师进修学校和
新城区励志小学就碰到了这样
的问题。为了解决难题，在未
央区和新城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协调相邻小区的气源，西安
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终于完成了两所学校的通气点
火项目。

随着新学期的来临，孩子们
都已经顺利返校。据了解，西
安秦华天然气公司负责的37个
学校通气点火项目，施工过程
中也无一例安全事故，均一次
点火成功，运转正常。提起施
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西
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赵勇辉感慨地说:“民生大事
面前，就是华山一条路。秦华
人也不会退缩，再难的硬仗也
要打下来。”

赵丽莉

秦华天然气保民生不折不扣
西安37所学校开学前通气点火

随着西安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的执行，全市基础教育正在拔节生长，一所所新建学校拔地

而起，改扩建学校焕然一新。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教学质量、师资力量显著提升的同时，配套

设施的完善也是让孩子在学校学习、生活安全、舒心的重要一环。为确保新建学校师生在校就餐，西安秦

华天然气有限公司接到任务后成立专班，破解一道道难题，400 余名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保证了 37所学

校9月 1日前通气点火。

为了孩子 400人24小时作业

近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把教
育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全力保
障教育事业发展。为了配合西安市
政府重要民生工程举措，完成新建
学校项目通气的任务，保证师生在
学校就餐、学习、生活的安全、便利，
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专门成立
了专班，由一名副总经理亲自协调
负责，共有400余名工作人员参战。
工程主要分为校外主管网接入、校
内室外管网建设、室内管道安装等
三大块，具体由项目经理负责跟进，
工程部、事务部、规划技术部、抢维

修部、中压运行客服部等7个部门联
动配合，确保在开学前完成学校餐
饮项目的通气点火，保证孩子入学
后生活的便利和安全。

高新第十二小学，8月30日，餐
饮、锅炉项目顺利通气点火；保利天
悦幼儿园，8月31日，餐饮项目顺利
通气点火；曲江新区第七小学，8月
31日，餐饮项目顺利通气点火；未央
区二府庄幼儿园，8月31日，餐饮项
目顺利通气点火；新城区励志小学、
莲湖区行知小学教学点食堂、西安
市铁一中学、雁塔区伊顿幼儿园、西

安经开第一学校、沣东新城车辆幼
儿园顺利通气点火……

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点火
通气37个学校餐饮项目。这37所
顺利点火通气的学校餐饮项目中，
有5所学校是8月10日后才报建的，
甚至有2所学校是8月20日当天才
报建的项目。但是为了保证孩子们
开学后可以在学校内放心就餐，西
安秦华天然气公司400多名工作人
员，放弃所有休假，两班倒，24小时
不停作业，抢抓工期，在9月1日开
学前完成了通气点火的任务！

见缝插针 37所学校全面施工

“我们这次负责的学校项目分
布范围比较广，高新区 17所，曲江
新区4所，经开区3所，浐灞生态区
1 所，沣东新城 2 所，未央区 3 所，
新城区 3所，碑林区 2所，莲湖区 2
所。”负责学校餐饮项目总协调的
秦华天然气公司副总经理赵勇辉
介绍道，“我们既要配合学校方土
建的进度，同时也要配合市政道路
施工的工期，见缝插针全面推动各
个学校项目的进程。”

据了解，5月份，西安秦华天然
气有限公司接到任务后就成立工
作专班，直接由副总经理赵勇辉主
抓协调，将所有施工项目分为南北
两个片区，由 5位项目经理负责具
体跟进。每天上报施工进程，随时
遇到问题，立即研究解决方案，公
司 7 个部门联动配合。“我们基本
上是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转的基础
上，将骨干力量都抽调出来，保证
这次任务顺利完成。尤其是 7月、

8月这两个月，大部分学校都集中
在这个时间段报建项目，大概有27
个项目在这个时间段是交叉施工
的。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又
要抢进度，项目管理人员黑白两班
倒，统筹各个项目施工进度，施工
工人一小时轮换一次，24小时不停
工。施工环境也非常复杂，要随时
调整施工方案，确实都是硬骨头
啊！”赵勇辉回忆起过去几个月的
工作，还是很感慨。

最难工程 19天穿越 河点火

提起最有挑战的项目，参
与其中的项目经理都会提到
高新第十二小学。该校南门
外科技一路在改造提升，如
果 要 将 燃 气 主 管 道 铺 设 进
来，必须要修改原来的施工
方案。规划技术部和工程部
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实际
情况，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穿过 河。施工人员经
过现场勘测、规划修改新的施
工方案，决定运用定向钻技术
穿过 河河床，解决管道弯度
过大的难题，经过19天的昼夜
奋战，数百人的不断努力，管
道顺利连接通气。8 月 30 日，
高新第十二小学餐饮、锅炉项

目顺利通气点火。
7月 30日的一场大雨骤然

而至，科技路水深过膝。可是
高新第十三小学项目的操作
坑已经挖好。下午 4：30，施
工队紧急搭建雨棚，少量雨水
还是进入了操作坑。为了不
影响碰口接气工作，从而阻碍
项目按时通气，施工队不断排
水。到晚上 9 点，随着雨势减
小，操作坑内水已经全部排除
干净。经过彻夜观察，各方面
都符合碰口接气的要求，7 月
31 日，碰口顺利接气，保证了
项目施工进度的正常推进。8
月 17 日，高新第十三小学餐
饮、锅炉项目如期通气点火！

民生大事 再硬的仗也要打下来

一碗冰粉，居然害自己的一颗牙齿
崩掉了一块。半个月前的一次就餐经
历，让33岁的王莉（化名）至今想起仍觉
得心有余悸。

顾客：吃冰粉被“砂石”崩坏牙齿

8月28日中午，王莉和两名同事去凤
城七路的熙地港逛，其间，在该商场5楼
一家名为洪氏嗨捞·新派猪肚鸡的店里
就餐。“期间，我们点了一碗冰粉，吃的时
候突然‘咯嘣’一声，我的牙齿被异物硌到
了。”王莉描述，这一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
她一跳，赶紧将嘴里的食物吐出后，她发
现自己的牙齿被崩掉了一块。“冰粉里
有砂石。”她告诉记者。

随后，王莉向餐厅经理反映了此事。
“经理当场在我吐出来的食物中找到了碎
裂的牙齿。协商之后作出了免单处理，并
决定带着我及同事去牙科诊所看牙。”

王莉介绍，辗转了两家诊所后，医生
拍了片子，给出了诊断结果：“牙齿确实属
于新发伤，断裂位置刚好是常用的咬合
牙尖，建议做一个牙冠包住。”商家听了
后，提出去三甲医院做牙冠。“因为他们有
给顾客购买意外险，去三甲医院做可以
报销。”王莉称，自己因为牙齿断裂不舒
服，很想尽快完成修复，但最终“未能拗过
对方坚持”。

争议：双方为事情如何处理僵持

“9月9日，我们一起到了交大口腔医
院，可一听医生说治疗费用大约在5000
元到6000元之间，且不能报销之后，商家
反悔了，又带着我们去了东郊另外一个

牙科诊所。”
王莉称，在这一过程中，她从医生那

儿了解到，牙冠最好暂时不要做。“医生说
受伤的牙齿目前牙神经还没有坏，不杀
死神经直接戴牙冠以后会有发炎的风
险，直接杀死神经则会对牙齿造成二次
损害，可以等填补的树脂坏了或者牙齿
出现不适之后再来。”于是，王莉决定和商
家协商直接索要赔偿。

“我意思，对方按照医院给出的标准，
赔偿我一笔治疗费，这事就算处理完了，
之后我们自己去看牙再不找他们。但商
家不行，称要么等治疗的时候再找他们，
要么现在就去他们指定的地方做修复，以
后出了问题再随时沟通。”王莉说。

商家：冰粉里未找到异物

针对王莉反映的情况，9月16日，记
者前往该店走访。对于“冰粉里吃出砂

石，崩坏顾客牙齿”一事，该店负责人袁先
生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首先，冰粉
里根本就没有找到砂石等异物，我们也
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其次，
顾客的牙齿就劈了一小片，做填补就可
以的。医生出于好心，才建议做个牙冠，
以免填充物没有依托后面掉了。”

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王女士丈夫
对这一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事情因此出
现僵局。“她丈夫张口就问我们要1.2万
元的治疗费，这个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这笔费用咋来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也
需要一个说法。”

他表示，对方目前已将此事投诉到
了监管部门，店面将全力配合调查，等待
一个公平的结果。“我们此前也给对方说，
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来解决此事，我相信法律会给出一
个公正判决。” 文/图本报记者张晴悦

一名男子从朋友处花2.6
万元购得一辆没有任何手续
的罐车，随即经过改装，让其
摇身一变成为油罐车，大胆的
行驶在路上，显然成了“移动
加油站”，且套用他人车牌，被
鄠邑交警现场查处。

9月15日上午10时，鄠邑
交警大队祖庵中队在日常巡
逻过程中，发现一辆装置有
危险品标志的轻型罐式货车
形迹可疑，随即上前进行正
常例行检查。经过盘查之后
发现，这竟是一辆套牌的“黑
油罐车”。

9月16日，记者从鄠邑交
警大队了解到，经过调查得
知，该车是车主通过熟人介绍
在一个朋友那里花了2.6万元

买来的，当时买车时，没有任
何手续。之前这车是用来给
工地工程机械加油的，经过一
番改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

“移动加油站”。确认系非法
改装危化品车辆，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随后，民警将该车
辆依法暂扣。经过查询，此车
辆悬挂的号牌并不是他自身
的号牌，而是套用渭南临渭区
一家危化品运输公司的号牌，
中队民警立即与这家运输公
司法人联系求证，经过一系列
的摸排调查，确认此次查获的
车辆系套牌车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之中。

本报记者 葛兰 实习生
李辰璐

本报讯（记者谢斌实习生
吕峰）9月15日晚9时左右，在
汽修店里忙碌了一天的郭丽
萍及同事打算下班回家。关
闭店铺大门时，她突然看到，
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女孩站
在马路中央四处张望，身边就
是来来往往的车流。“这孩子
莫不是走丢了吧？危险！”没
有犹豫，郭丽萍立马让同事把
孩子抱到门口，一行人延迟下
班，帮助孩子找家。

9月16日，她向记者还原
当时的场景说，事发时，他们

整理完店面卫生正准备离开，
女孩穿着粉色小鞋子，站在马
路上格外惹眼。将孩子抱到
门口后，大家围着问她家庭住
址和父母的手机号码，孩子也
说不知道，只能模糊说出父母
的名字。有店员猜测，孩子会
不会是附近小区的？于是大
家迅速行动起来，将孩子照片
发到了附近几个小区的业主
群，可没有收到有用信息。无
奈之下，郭丽萍选择了报警。
大约 20分钟后，民警赶到现
场，将孩子带回了派出所。

女童迷路站在车流中
汽修店员工帮她找家

把罐车改成“移动加油站”
还套用他人车牌被查处

店家: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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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吃冰粉崩坏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