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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热线实录

市民李先生反映：住在西安
灞桥区世园名城小区，自己所在
单元仅有2部电梯，其中1部已坏
了半年多，至今未维修，正在使用
的这部电梯，还不时出现状况，希
望相关部门能监督物业及时维
修，消除安全隐患。

请灞桥区市场监管局速查并
回复本报！

市民梁女士反映：西安市长安
区韦曲街道何家营村村委会在村
里零散空地上只对外来租户收取
停车费，也没有正规票据，想知道
村里是否可以收取这项费用。

请长安区韦曲街道办速查并
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本报讯（记者 李佳）4月 29日
上午，西安市限制养犬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召集多家成员单位，在钟楼
饭店门前广场举办“护航十四运
创建文明城 文明养犬我行动 遛狗
牵绳我先行”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西安市公安局、西安
市民政局、西安市农业农村局、西
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莲湖
区旭景名园社区代表和市民代表，
分别就文明养犬工作进行了表态
发言，西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代表
也向广大市民发出了文明养犬的
倡议。活动现场各部门结合职责
任务作了表态发言，并向市民发出
文明养犬倡议，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并答疑解惑……

近年来，西安市公安局积极发
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各
司其职、相互配合，以《西安市限制
养犬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依
据，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新规定的“养犬要办证，
遛狗要牵绳”为契机，采取日常管理

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广泛宣传动员，
多措并举整治，深入开展限制养犬
管理工作，促进广大市民依法文明
养犬，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市民的人
身健康和安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
定，使限制养犬管理工作逐步走上
了科学化、正规化、法治化的轨道。

为扎实开展好限制养犬管理
工作，4月9日，西安市人大召开了
贯彻落实《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
4月14日，西安市限制养犬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又专门组织召开了全
市限制养犬管理工作推进会。4月
23日，西安市人大召开了《条例》实
施情况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从今年 5月 1日实施，
把“遛狗牵绳、按照规定办理犬证、
定期防疫”等养犬行为列入法规，
违法行为将受到相关处罚。养犬
不办证，依据《条例》第四十八条规
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个
人和单位饲养犬只未进行登记或
者年检的，由公安机关收容其犬只

或者暂扣其《养犬登记证》，责令限
期补办手续，每只犬可处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未补办手
续的，没收其犬只；对于遛狗不牵
绳者，依据《条例》第五十一条规
定，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并处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目前，根据西安市限制养犬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西安市公安
局联合西安市农业农村局、西安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西安市民
政局、西安市住建局、西安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正在开展依法
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养
犬不办证，遛狗不拴绳，犬只出户
便溺不清理，携犬进入广场、公园、
饭店，重点限养区饲养大型犬、烈
性犬等违反《条例》行为进行执法
检查，提升全市限制养犬管理工作
水平。各区县同时设立宣传活动
分会场 19个，当日各宣传现场共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万余份、为群
众答疑解惑 1500人次，现场发放
犬只牵引绳2000余条。

西安警方“牵头抓总”

多部门共管“拴狗绳”

“师傅，停车，我就到这！”遵照
乘客意愿，滴滴司机李青靠边停
车，车上的年轻女子下了车，一言
不发关好车门，安安静静趴在了桥
上的护栏边，直勾勾看着眼前的渭
河水。

提前结束行程也常见，可就在
桥中间停车，看起来情绪还有点低
落，这位女士不会想不开吧。难道
要轻生？这个念头在李青的脑海
里一闪而过，只见这位女士安静地
趴在桥上的护栏边一动不动。这
是4月29日上午7时15分左右，李
青在后视镜里看到的一幕。

“唉……”李青叹了一口气，毫
不犹豫地调转了车头，再次开回到
该女士下车位置的对向车道，靠边
停车还打了双闪。

5分钟过去了，这位女士依然
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渭河水，仿佛
画面静止了一样，向公司汇报后，
李青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情绪
异常，她临时决定提前终止行程，
下车位置还比较奇怪，以防万一，
还是麻烦警官来看看吧。”电话里，
他向民警说明了情况。

后来，面对记者李青说：“等
民警这段时间，万一她要是跳河，
我肯定冲过去阻止她。但人家要
只是发发呆，我也不合适打扰人
家。”

就这样揪着心，7分钟后，民警
赶到了现场。待警官走上前拉住
了女士，见她安全了，李青这才放
下心来。可也就是那一瞬间，女士
情绪彻底崩溃，蹲在地上号啕大

哭，嘴里说道自己“不想活了”，眼
前的情景验证了李青的担心。

李青说：“一瞬间，也想过，管
着闲事肯定得耽误跑单子，但也就
是一瞬间，心里还是不踏实，我要
走了，眼前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跳下
去了，我心里肯定会后悔我没救
她。”

待女士情绪缓和，在民警再三
劝说下，她上了警车，而李青也配
合警方前往派出所做笔录，待一切
忙完，已经是上午10时。

说起早上救人的一幕，李青
说：“只是巧了，我也没做什么，不
值得专门表扬。我的工作就是安
全将乘客送到，希望她平平安安一
切都好。”

本报记者 李佳

只因后视镜里多看了一眼

他救了欲轻生女子 4月 29日，西安航天基地航天
南路横跨西康高速公路的高架桥竣
工扫尾，4月30日将开放通行，比原
计划整整提前了6个月。该桥通车
后，周边群众彻底告别以往绕行东
长安街、雁引路等路段的历史，至少
节约了半个小时的通行时间。

4月 29日上午，记者在航天南
路跨西康高速桥梁项目现场看到，
这座东西走向的大桥为双向 8车
道，南半幅已经有零星车辆通行，北
半幅从两端桥头封闭。工人们正在
打磨、粉刷隔离车带，安装非机动车
道隔离栅栏，两辆洒水车反复冲洗
大桥桥面。

据陕西华萃路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桥梁项目总工程师刘森介
绍，该桥梁及引道全长 700米，桥
面宽 37.2米，双向 8车道，由机动
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三部分
组成。

西安航天城市政公用发展有限
公司工程部现场负责人冯昭亮告诉
记者，该项目 2019年 12月开工，合
同计划2021年10月竣工，在各参建
方的全力奋战下，于 4月完成桥梁
建设任务，目前进入工程扫尾阶段，
4月 30日正式开放通行，比原计划
整整提前6个月。

文/图 本报记者马昭

本报汉中讯（记者李杰陈卫平）
4月29日上午，316国道城固县三合
镇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 4人死
亡，5人受伤。

4月 29日下午，记者从有关部
门了解到，当日早上 7时 50分许，
316国道城固县三合镇木瓜村段发
生一起三轮摩托车侧翻交通事故，

现场死亡两人，两人在救治过程中
死亡，5名受伤人员事发后送医全
力救治，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
正在进行。

接到报告后，汉中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支队长吕锋、副支队长王贵
昌迅速带领事故科负责人赶赴现
场，指导事故调查工作。

城固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致4死5伤

本报讯（记者 杨丽）楼上学习
了消防安全等知识，刚“下课”就在
楼下现场演练灭火。4月 29日，中
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公安及消防部门举办的“关注
消防 生命至上”活动受到员工普遍
欢迎。

“这个活动太实用了，通过学
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消防安全知
识，还可以现场演练。”16时许，在
消防实战演练活动现场，中铁一局
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名

员工说。当天，来自这家企业的员
工及物业公司员工等 70余人参加
了这次安全培训活动。公安雁塔
分局曲江派出所民警专门向大家
宣传了预防电信诈骗知识，消防队
员生动详细地介绍了消防安全
知识。

培训课后，在消防人员的现场
指导下，企业员工手持灭火器，现场
扑灭燃烧的木料。参与的企业员工
及物业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这样的
消防安全培训太有必要了。

楼上学消防知识
楼下实战演练

4月 28日，西安交警新城大队
民警来到新城区黄河小学举行“迎
十四运、建平安城”主题宣讲活动暨
新城区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启动
仪式。

活动中，交警新城大队副大队
长吴刚结合黄河小学周边道路交通
环境，重点讲解了学生上、下学期间
的道路交通安全常识和事故预防知
识，向学生们提出了文明出行，不搭
乘超员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在马
路上追逐打闹等要求。提醒同学们
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同时还要当好交
通安全宣传员，监督父母以及亲人
朋友遵守交规。

全国道德模范、交警新城大队
民警王振治围绕认识交通标识、乘
坐车辆注意事项、如何规范乘坐校
车等方面为学生们讲述了交通知
识，希望师生家长们共同关注城市
文明，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
德，用点滴行动共同营造文明、安
全、快捷、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为

“十四运”胜利召开贡献力量。
据介绍，此次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宣传活动，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影
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辐射整
个社会，让文明之风吹进每一个人
心中，助力全运盛会，共享文明成
果。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校园吹进“交通文明风”

本报铜川讯（记者 袁靓）4月
24日，本报以《铜川好儿媳曹小丽
二十余年精心侍奉五位老人》为
题，报道了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惠
塬村好儿媳曹小丽 20多年精心侍
奉 5位老人的事迹。报道引起了
读者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为曹小

丽孝老爱亲的美德点赞。4月 29
日，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传来喜
讯，曹小丽荣获第 383 期正能量
奖，并获得正能量奖金 5000 元。
曹小丽也成为铜川市第十三位获
此荣誉的人。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曹小

丽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她是一位地
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娘家父母年事
已高，婆家父母又疾病缠身，她烧
炕做饭，衣食起居，无微不至地照
顾，再苦再累，无怨无悔。大字不
识的她，用 20多年的精心侍奉，诠
释了孝老爱亲美德。

好儿媳曹小丽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西安航天南路跨西康高速桥梁
建成通车

航天南路横跨西康高速公路的高架桥竣工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