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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举办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住建厅介
绍陕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工作情况。自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来，收
到明显成效。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田斐介
绍，2020 年 5 月，经省政府同意
印发了《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通过阶段
评估、“开小灶”、“回头看”、警示
通报等方式方法，各项工作得到
扎实有序稳步推进。

煤矿领域，完成了 117 处煤
矿“明盘”治理、128处整改提升煤
矿安全综合评估。非煤矿山领
域，建立尾矿库、地下矿山包保责
任制度，制定了 225 座矿山、285
座尾矿库“一矿一策”整治方案，
三年来已关闭 184座不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矿山，治理整改 83座尾
矿库风险隐患。危化品领域，开
展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硝酸铵
等涉爆危化品、非法违法小化工、
特种作业和反三违专项整治。消
防领域，落实农村和社区“321”精
准防火工作机制，115个超高层建

筑和大型城市综合体建成专职微
型消防站。道路交通运输领域，
完成公路安全防护工程 19129公
里，完成 123处公路隧道隐患、624
座公路危桥改造，完成铁路沿线
8802处隐患问题整治。城市建设
领域，推进城镇燃气和自建房专
项整治，消除城镇燃气安全隐患
7.7万处，整治存在安全隐患自建
房 1万余栋。

严格监管执法，压实主体责
任。三年来累计行政处罚企业
10.7 万家，责令停产整顿 4761
家，列入联合惩戒名单 728家，移
送司法机关 1187人，处罚企业主
要负责人 128人。

“今年是三年行动收官之年，
经过各级各单位努力，我省三年
行动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
本完成。”田斐介绍，安全事故连
续下降，重特大事故零发生。
2020年至今，我省已连续 34个月
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累计已经超过 46 个月。事故总
量、死亡人数明显下降。2021年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 2019年相
比，分别下降 27.43%、17.15%；今
年截至 10月底与上年同期同比，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34.3%、30.65%。2021年度，我省
在国务院安委会年度安全生产
考核巡查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为历年来首次。

“三年来累计排查整改隐患
80.6万项，其中重大隐患 621项，
省级挂牌督办的 58 项重大安全
事故隐患整改完成。”田斐介绍，
煤矿灾害治理、尾矿库治理、化
工园区风险治理、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整治、高层建筑火灾治理、
重大危险源治理、长输管线隐患
整治以及危货车辆和危桥险路
治理等取得明显进展，一批长期
难以整治的难点堵点问题得到
解决。

田斐说，我省安全生产仍处
在爬坡过坎期，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最后一公里”还不到位，部分
行业事故反弹的压力依然较大，
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下一步，将进一步落实

“三个责任”，尽职尽责尽心做好
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为推动陕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的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谢斌

我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成效明显

“公园里的健身器材，才用
了没几年，就出现了损坏，真是
挺危险的！”市民赵女士向本报
反映，西安建工路绿带公园内，
部分健身器材存在不同程度的
损坏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尽
快维修。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西安市东郊的建工路绿带公
园健身器材区域看到，这里有
多个健身器材种类，其中一种
可以让锻炼者坐在器材上，同
时活动锻炼四肢的健身器械，
在公园西区总共有三个，其中
两个严重受损无法使用，而且
还存在安全隐患。公园东区
有一个也损坏了，躺在地上。

记者观察发现，这三个损坏的
健身器材，都是器材下面用于
固定支撑的一个双横柱拦腰
折断，西区里一个看似完好还
在被人使用的同种类器材，横
柱底端也出现严重裂痕，随时
都有断裂的可能。即便如此，
许多没有注意到裂痕的市民，
仍然坐在上面拉伸锻炼，安全
隐患令人担忧。

现场一位市民说，这健身
器材已经坏了好久，也不见有
工作人员来维修。

“三个都不能用了，有人从
这里经过，甚至会绊倒。”赵女
士指着断裂的健身器材说。不
知情的路人，经常坐上去就摔

个趔趄。每次看到有小孩停
留，只要赵女士看到，都会善意
提醒孩子远离破损的健身器
材，以免受伤。

赵女士告诉记者，西安建
工路绿带公园为周围辖区的不
少市民提供了休闲散步锻炼的
场所，这个公园被碑林区和雁
塔区分别管理部分区域，这次
出现健身器材损坏问题的区
域，应该是雁塔区管辖范围。

昨日，记者从环卫人员处
确认，受损的健身器材归属雁
塔区管理区域。赵女士呼吁相
关管理部门能尽快维修，以免
造成锻炼者受伤。

本报记者 葛兰

健身器材破损 市民呼吁维修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周婷婷）
11月 23日上午，随着一声机车汽
笛长鸣，满载着洗衣机、电冰箱
等家用电器的X8151次中欧班列
长安号缓缓从西安国际港站驶
出，一路向西开往欧洲，这是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
行的首趟中欧班列家电出口专
列，同时也标志着陕西中欧班列
2022年开行突破了 4000列，开行
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
稳居全国前列，为加快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建设，助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互通提供了
充足的运能保障。

此次开行的中欧班列家电

出口专列搭载的家用电器全部
来自康佳集团。康佳作为全国
知名家电品牌，产品已远销海
外，今年在西安布局了西北地区
最大的智能生产基地。康佳集
团落地西安港，当年建成投产、
当年实现出口，标志着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产业聚集效应加
速显现。同时，借助中欧班列时
效快、覆盖广的优势，为康佳拓
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优的运输
服务。

为做好此次班列的开行工
作，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从运输组织、货运调度等方面
加强协调，不断优化班列运输方

案。西安国际港站作为本次班列
的始发站，进一步优化作业流程，
提升作业效率，按照“优先配空、
优先装卸、优先查验、优先始发”
的作业原则，实现承运、查验、转
运的快速无缝衔接，为班列的顺
利开行提供坚强运输保障。

今年以来，截至 11月 22日，
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突破
4000 列，达到 4067 列，运送货物
总重达 368.2万吨，开行量、货运
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
前列，已成为运行时效最快、智
能化程度最高、辐射范围最广、
服务功能最全、综合成本最低的
精品班列。

一夜之间，咸阳市慈善协会公
益志愿者们在公益群里认购了 133
份“泉水白菜”，这些被认购的白菜，
经由志愿者们从田间地头采收、包
装、装车、运输后，11月23日，被分送
至咸阳市马泉、渭滨、西兰、古渡、中
山街道，陆续发给1356名环卫工。

11月 23日 11时，志愿者驾驶
的白色货运车满载白菜来到了咸
阳市秦都区西兰街道办事处，为该
辖区的环卫工送上了2000斤“泉水
白菜”，认购爱心菜的梦园职业学
校还派老师来帮忙搬菜、发菜。随
后，志愿者们又将 2000斤“泉水白
菜”分2次送至陕西科技大学社区，
将发放给社区抗疫一线志愿者们。

咸阳市慈善协会公益志愿者
分会会长王鹏说：“在过去的一周
时间里，通过三秦都市报全媒体了
解到咸阳市兴平市马嵬街道“泉水

白菜”丰收，菜农盼着能尽快销售
后，我们发起了爱心助农认购认捐
白菜包的公益行动，每份白菜包
100斤，每斤 0.4元。希望通过爱心
认购后，将这些白菜捐给需要的
人，比如环卫工人。助农认购和爱
心捐赠形成合力，让爱心更暖心。”

经过这样紧张有序的组织后，
志愿者群里认购认捐的消息陆续
传来，据不完全统计，仅 11月 23日
当天，这些认购的“泉水白菜”被分
送给了咸阳市马泉、渭滨、西兰、古
渡、中山街道的1356名环卫工。

咸阳市慈善协会还将继续开
展白菜包认购认捐爱心活动，后续
被认购认捐的白菜还将陆续送到
更多环卫工手中，也希望能有更多
爱心企业、个人参与到本次活动
中，参与热线：965369。

本报记者李佳

1356名环卫工收到爱心“泉水白菜”

本报讯（记者 谢斌 阮班慧）11
月23日凌晨，一辆满载大白菜的货
车停在西安市东二环南段苏福记
连锁餐饮店的正门口。这是餐厅
老板苏强从咸阳市自购 50吨新鲜
大白菜其中的一辆货车。苏强和
店内员工把白菜赠送给保洁员、周
边小区业主和有需求的市民。

苏强是在西安从事餐饮行业
的重庆人，在西安生活有 20多年。
就在几天前，他和朋友聊天的时
候，得知今年白菜滞销。随后他多
次从朋友圈看到菜农销售难的消
息，苏强决定买下一些滞销白菜免
费赠送。

11月22日，苏强和朋友最终将
选购白菜的地点定在了兴平市马
嵬驿街道。原本只是想着购买 20
多吨白菜，但到了菜地苏强才发

现，成片成片的白菜都已经成熟
了，菜农销售极为有限。为了帮助
菜农，他当下决定购买50吨白菜。

苏强说，因为自己也是从农村
走出来的，知道菜农不易，虽然餐
饮行业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生意冷
清，但他希望力所能及地帮帮菜
农，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加入
进来。

苏强说，目前他在西安共有 10
家门店，从 23日中午开始，10家门
店同时开始免费发放白菜。11月
23日 11时，记者在东二环爱心白
菜发放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和爱心
志愿者，正在将白菜免费发放给太
乙路街道办的 20多名环卫工人。

“今天很高兴，我们每人免费领到
了大白菜，感谢爱心企业的无私奉
献！”环卫工张秀平说。

餐厅老板购50吨白菜免费送市民

本报讯（记者户小红）“感谢你
们培养出这样有爱心担当的优秀中
学生，真是新时代的好少年！”西安市
浐灞第二中学近日收到一封来自安
康旬阳市铜钱关镇政府的感谢信，老
师们才知道九年级（16）班的杨婧怡
同学默默地做了这样一件事。

据了解，杨婧怡的老家在安
康，在一次与爸爸聊天中得知老家
的疫情情况后，她心里就总想为老
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将自己平日
攒的零花钱给了爸爸，让爸爸帮忙
在网上买一些医用防护用品寄回
老家。杨爸爸为女儿的举动感到
欣慰，立即在网上购买N95口罩和
一次性医用口罩共计5000只，通过

朋友对接到旬阳市当地政府部门，
将购买的物资邮寄了过去。

收到一个普通中学生捐献的
爱心物资，远在铜钱关镇的防疫人
员非常感动。11月19日，铜钱关镇
政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给西安市浐灞第二中学，信中赞扬
了杨婧怡同学支援抗疫的担当精
神，感谢学校为社会培养了这样一
位有爱心的新时代好少年。

据杨婧怡的班主任李灿老师介
绍，该同学的爱心善举不止于此。
今年初，她就用自己的零花钱向西
安市红十字会捐赠了1000元。在学
校，她还是班级里的“小棉袄”，为人
热心，内心善良，乐于助人。

中学生捐物资温暖防疫人员

杨婧怡给同学们介绍自己做的手抄报

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开行突破4000列
首趟家电出口专列开行

第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