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利平）“比
赛时间3分钟，包裹快递和标准
快递共计 40件，每件分堆排道
无误得 2.5分，满分 100分。第
一组准备就绪，比赛开始！”这是
近日西安市邮政投递局举办的
普服大提升基础业务比赛第一
项比赛开赛的指令。

这次比赛是全国邮政普服
大提升活动过程中的一次练兵，
既是总结前段工作成绩，也是查
找存在问题，更是为下一步长期

保持高质量普遍服务水平打下
基础，以优质高效的普遍服务践
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
比赛紧贴普服提升要求，共设包
快分堆排道、数报、加盖日戳、改
退批条处理四个比赛项目。

目前，邮政普服提升活动已
经进入第三阶段，全市邮政系统
凝心聚力，团结一心，提高政治
站位，狠抓基础服务，加强监督
检查，创新管理方式，全力以赴
提升邮政普遍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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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普服提升业务比赛

西安市邮政投递局开展普服提升业务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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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方思颖 苏子英
记者 张维）西安市安监局昨日
通报今年前8个月的安全生产形
势，建筑业事故下降较大，商贸
制造业事故增加较多，建筑业事
故在工矿商贸事故中依然占比
较大。1-8月，西安市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两项
指标实现“双下降”，同比分别下
降 4.1%和 7.3%，重大和特别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实现“双杜绝”，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根据当前安全生产预警分
析，目前，随着天气转凉，生产

经营单位、建设施工工地户外
作业不再受高温天气限制，生
产经营建设活动趋旺，加班加
点赶进度现象时有发生，易发
生安全生产“三违”问题，安全
生产风险增大。九、十月份，关
中地区多为连阴雨天气，雨天
导致道路湿滑、视线受阻，容易
引发道路运输事故，道路运输
安全风险增大。市场主体大量
增加，安全风险和隐患增多，加
之学校陆续开学，校车和校园
安全风险凸显；中秋国庆临近，
旅游安全风险增大。

下一步，西安市安监局将
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
面加快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持
续深化“三项攻坚行动”，特别
是对建筑施工领域针对施工工
地加班赶进度、“三违”现象突
出等问题，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道路运输领域针对节日期间客
运频繁、阴雨天气事故多发的
实际，扎实开展交通违法行为、
运输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同时，集
中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对
可能导致较大以上事故的安全

隐患和影响恶劣、屡禁不止的
非法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
从严、从重、从快、上限处罚。
对存在严重隐患或整改不力的
单位，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公
开曝光。严格事故查处，严肃
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抓好安全隐患集中交办整
治，特别是针对客运安全、校园
安全和旅游安全，要求各相关
行业部门和区县、开发区加大
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从源
头消除各风险点安全隐患。

1-8月西安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本报讯（记者 文锦）“中国
农民丰收节”是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昨
天，西安市政府印发《西安市庆
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9月18日—10月10
日将在西安市举行庆祝活动。
届时西安市将举行庆祝丰收、弘
扬文化、振兴乡村三大系列主题
活动，向全社会传递重农崇农价
值取向，展示出农业农村发展成
就、农民生产生活巨大变化。

“庆丰收”系列主要活动有
金秋擂台赛：各涉农区县、有关
开发区立足区域特色农产品品
种，开展1—2项丰收成果展评活
动，选出优秀农产品在主会场进
行展示推介；金秋购物节；在购
物网站、农产品批发市场、商场
超市打造丰收购物节活动，开辟
西安优质特色农产品专柜、专栏
等，推广推销西安特色农产品，
开展西安市庆丰收全民金秋购
物活动；金秋农民趣味运动
会等。

“弘文化”系列主要活动有
农耕文化展演：进行特色农耕文
化展示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组织文艺院团开展乡村文化
艺术演出活动；农民文艺活动：
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农民
庆丰收、服务“三农”、“五美建
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
活动；农村传统文艺表演：跑旱
船、走竹马、秧歌队，载歌载舞，
让古城街头洋溢丰收的喜悦；民
间工艺品和纪念品展销：富有地
方特色的民间剪纸、泥塑、布贴、

秦兵马俑仿制品、铜车马仿制
品，瓷器、五毒马甲背心、唐三
彩、柳编和秦绣等旅游纪念品琳
琅满目，品种丰富，任凭游客
选购。

“兴乡村”系列主要活动有
职业农民技能大赛、技术下乡活
动、健康下乡、关爱下乡等活
动。组织医疗队伍深入农村开
展医疗巡诊，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及农村留守学生关爱活动，开展
关爱农民工和关爱农村妇女
活动。

西安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实施方案印发

三大主题庆祝活动将上演

临潼
名家送大戏
欢乐下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三合 记者
张利平）9月的临潼，榴果飘香，临潼区
各种文艺小分队送文化、科技、卫生、法
律下乡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为基层群
众送去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9月12日，由西安市文联主办，西
安市戏剧家协会、西安市曲艺家协会、
西安秦腔剧院三意社、临潼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承办的“到人民中去‘送欢乐、
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临潼区
任留村文化活动中心上演。活动邀请
国家一级、二级、梅花奖获得者等秦腔
名家登台表演，浑厚高昂的唱腔和起伏
跌宕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临潼区通过邀请名家名角“进来”、
近百支区内文艺小分队“出去”，用文化
弘扬时代主旋律，凝聚发展正能量。目
前，全区农村大舞台共演出30场，脱贫
攻坚文艺小分队、千场戏剧惠民演出近
百场，丰富多样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
既“送文化”又“种文化”“种道德”，更加
坚定了干部群众致富的意志和信心。

西安“丝路文化高地”
行动计划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昨日，西安市
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
《西安市建设“丝路文化高地”行动计划
（2018-2021）》，打造充分体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
化+世界优秀文化融合化”特色的“丝路
文化高地”。

《行动计划》提出，西安文化建设要
努力实现“追赶超越”，到2021年全市
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2200亿元左右；
到2031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超
过10000亿元。战略定位是将西安建
设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标识
地、国际参与“一带一路”文艺创作的内
容生产高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引领
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高地、西
部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高地、最能体现
东方神韵的国际化大都市。

新城
已拆除违建260处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9月12日，
新城区依法对长乐西路西北商贸违法
建设、韩森路中国电信新城分公司等多
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截至目前，新城
区共拆除违法建设260处。

9月12日，区两拆办现场总指挥一
声令下，多处违法建设同时开展拆除活
动，伴随着大型拆除机“轰隆隆”的声音，
违法建设应声而倒。据了解，新城区作
为老旧城区，环境复杂，违法建设点位分
散，单个违建面积小，且以楼顶违建居
多，拆除费时费力，施工难度大。新城
区高度重视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加强违
建日常调查摸底，登记造册，设立台账，
实行挂图作战，制定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计划，明确工作时限和责任，指定相关
责任人，细化工作责任。在拆除大型违
建过程中，组织各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加
强城管、公安、工商、电力、供水、消防、街
办等部门合作，协同作战，共同发力，为
违法建设的顺利拆除提供了保障。

下一步，新城区将结合第14届全
运会、高端会议和外立面改造工作，重
点拆除东新街、南新街、西新街、解放
路、东五路、韩森路沿线违法建设和城
市主干道两侧、城墙、全运会场馆、宾
馆、风景名胜区、汽车客运站等周边的
违法建设。力争9月15日前，将上述区
域内的违法建设彻底拆除完成。

本报讯（记者 李天娇）近期
正值开学季，西安各大高校陆续
迎来了新生。昨晚，“相约新时
代爱上大西安”2018西安大学
生开学盛典在永宁门举行，省委
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出席
活动并致辞。

昨20：30，到场嘉宾和10所
高校校长以及来自西安23所高
校540名新生及家长步入城门，
体验独一无二的国宾级演出“梦

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共同
见证大西安的热情与闪耀。

据悉，西安市为来西安的新
生们准备了特别的“西安大学新
生欢迎礼盒”，礼盒囊括了秦俑
玩偶、卡通造型长安通卡、定制
U盘、西安校徽、西安手绘地图
等。活动上，省委常委、西安市
委书记王永康，市长上官吉庆为
10名大学新生代表发放礼盒并
合影留念。

“听说这是第一次在永宁门
城墙办西安大学生开学盛典，很
荣幸能来参加。”来自陕西师范
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的蒙古族“00
后”大一新生娜娜告诉记者，半
个月前她从家乡内蒙古来到西
安，第一眼就爱上“这座古风古
意的城市”。中秋、国庆双节假
期马上来了，她计划和同学一起
去逛逛骊山，看看钟楼的夜景，
去更多地方感受西安的美。

此外，昨日上午9：00，作为
“相约新时代爱上大西安”2018
西安大学生开学季系列活动的
组成部分，“2018西安高校新生
开学季城墙青春跑”在西安明
城墙永宁门活力开跑！共有来
自西安各高校的 800余名大一
新生参加了此次酷跑。取得一
等奖的同学还获得了明年城
墙国际马拉松的直通资格（免
报名）。

相约新时代爱上大西安
2018西安大学生开学盛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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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方思颖 苏子英
记者 张维）西安市安监局昨日
通报今年前8个月的安全生产形
势，建筑业事故下降较大，商贸
制造业事故增加较多，建筑业事
故在工矿商贸事故中依然占比
较大。1-8月，西安市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两项
指标实现“双下降”，同比分别下
降 4.1%和 7.3%，重大和特别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实现“双杜绝”，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根据当前安全生产预警分
析，目前，随着天气转凉，生产

经营单位、建设施工工地户外
作业不再受高温天气限制，生
产经营建设活动趋旺，加班加
点赶进度现象时有发生，易发
生安全生产“三违”问题，安全
生产风险增大。九、十月份，关
中地区多为连阴雨天气，雨天
导致道路湿滑、视线受阻，容易
引发道路运输事故，道路运输
安全风险增大。市场主体大量
增加，安全风险和隐患增多，加
之学校陆续开学，校车和校园
安全风险凸显；中秋国庆临近，
旅游安全风险增大。

下一步，西安市安监局将
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
面加快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持
续深化“三项攻坚行动”，特别
是对建筑施工领域针对施工工
地加班赶进度、“三违”现象突
出等问题，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道路运输领域针对节日期间客
运频繁、阴雨天气事故多发的
实际，扎实开展交通违法行为、
运输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同时，集
中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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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和影响恶劣、屡禁不止的
非法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
从严、从重、从快、上限处罚。
对存在严重隐患或整改不力的
单位，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公
开曝光。严格事故查处，严肃
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抓好安全隐患集中交办整
治，特别是针对客运安全、校园
安全和旅游安全，要求各相关
行业部门和区县、开发区加大
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从源
头消除各风险点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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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文锦）“中国
农民丰收节”是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昨
天，西安市政府印发《西安市庆
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9月18日—10月10
日将在西安市举行庆祝活动。
届时西安市将举行庆祝丰收、弘
扬文化、振兴乡村三大系列主题
活动，向全社会传递重农崇农价
值取向，展示出农业农村发展成
就、农民生产生活巨大变化。

“庆丰收”系列主要活动有
金秋擂台赛：各涉农区县、有关
开发区立足区域特色农产品品
种，开展1—2项丰收成果展评活
动，选出优秀农产品在主会场进
行展示推介；金秋购物节；在购
物网站、农产品批发市场、商场
超市打造丰收购物节活动，开辟
西安优质特色农产品专柜、专栏
等，推广推销西安特色农产品，
开展西安市庆丰收全民金秋购
物活动；金秋农民趣味运动
会等。

“弘文化”系列主要活动有
农耕文化展演：进行特色农耕文
化展示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组织文艺院团开展乡村文化
艺术演出活动；农民文艺活动：
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农民
庆丰收、服务“三农”、“五美建
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
活动；农村传统文艺表演：跑旱
船、走竹马、秧歌队，载歌载舞，
让古城街头洋溢丰收的喜悦；民
间工艺品和纪念品展销：富有地
方特色的民间剪纸、泥塑、布贴、

秦兵马俑仿制品、铜车马仿制
品，瓷器、五毒马甲背心、唐三
彩、柳编和秦绣等旅游纪念品琳
琅满目，品种丰富，任凭游客
选购。

“兴乡村”系列主要活动有
职业农民技能大赛、技术下乡活
动、健康下乡、关爱下乡等活
动。组织医疗队伍深入农村开
展医疗巡诊，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及农村留守学生关爱活动，开展
关爱农民工和关爱农村妇女
活动。

西安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实施方案印发

三大主题庆祝活动将上演

临潼
名家送大戏
欢乐下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三合 记者
张利平）9月的临潼，榴果飘香，临潼区
各种文艺小分队送文化、科技、卫生、法
律下乡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为基层群
众送去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9月12日，由西安市文联主办，西
安市戏剧家协会、西安市曲艺家协会、
西安秦腔剧院三意社、临潼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承办的“到人民中去‘送欢乐、
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临潼区
任留村文化活动中心上演。活动邀请
国家一级、二级、梅花奖获得者等秦腔
名家登台表演，浑厚高昂的唱腔和起伏
跌宕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临潼区通过邀请名家名角“进来”、
近百支区内文艺小分队“出去”，用文化
弘扬时代主旋律，凝聚发展正能量。目
前，全区农村大舞台共演出30场，脱贫
攻坚文艺小分队、千场戏剧惠民演出近
百场，丰富多样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
既“送文化”又“种文化”“种道德”，更加
坚定了干部群众致富的意志和信心。

西安“丝路文化高地”
行动计划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昨日，西安市
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
《西安市建设“丝路文化高地”行动计划
（2018-2021）》，打造充分体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
化+世界优秀文化融合化”特色的“丝路
文化高地”。

《行动计划》提出，西安文化建设要
努力实现“追赶超越”，到2021年全市
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2200亿元左右；
到2031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超
过10000亿元。战略定位是将西安建
设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标识
地、国际参与“一带一路”文艺创作的内
容生产高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引领
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高地、西
部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高地、最能体现
东方神韵的国际化大都市。

新城
已拆除违建260处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9月12日，
新城区依法对长乐西路西北商贸违法
建设、韩森路中国电信新城分公司等多
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截至目前，新城
区共拆除违法建设260处。

9月12日，区两拆办现场总指挥一
声令下，多处违法建设同时开展拆除活
动，伴随着大型拆除机“轰隆隆”的声音，
违法建设应声而倒。据了解，新城区作
为老旧城区，环境复杂，违法建设点位分
散，单个违建面积小，且以楼顶违建居
多，拆除费时费力，施工难度大。新城
区高度重视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加强违
建日常调查摸底，登记造册，设立台账，
实行挂图作战，制定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计划，明确工作时限和责任，指定相关
责任人，细化工作责任。在拆除大型违
建过程中，组织各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加
强城管、公安、工商、电力、供水、消防、街
办等部门合作，协同作战，共同发力，为
违法建设的顺利拆除提供了保障。

下一步，新城区将结合第14届全
运会、高端会议和外立面改造工作，重
点拆除东新街、南新街、西新街、解放
路、东五路、韩森路沿线违法建设和城
市主干道两侧、城墙、全运会场馆、宾
馆、风景名胜区、汽车客运站等周边的
违法建设。力争9月15日前，将上述区
域内的违法建设彻底拆除完成。

本报讯（记者 李天娇）近期
正值开学季，西安各大高校陆续
迎来了新生。昨晚，“相约新时
代爱上大西安”2018西安大学
生开学盛典在永宁门举行，省委
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出席
活动并致辞。

昨20：30，到场嘉宾和10所
高校校长以及来自西安23所高
校540名新生及家长步入城门，
体验独一无二的国宾级演出“梦

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共同
见证大西安的热情与闪耀。

据悉，西安市为来西安的新
生们准备了特别的“西安大学新
生欢迎礼盒”，礼盒囊括了秦俑
玩偶、卡通造型长安通卡、定制
U盘、西安校徽、西安手绘地图
等。活动上，省委常委、西安市
委书记王永康，市长上官吉庆为
10名大学新生代表发放礼盒并
合影留念。

“听说这是第一次在永宁门
城墙办西安大学生开学盛典，很
荣幸能来参加。”来自陕西师范
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的蒙古族“00
后”大一新生娜娜告诉记者，半
个月前她从家乡内蒙古来到西
安，第一眼就爱上“这座古风古
意的城市”。中秋、国庆双节假
期马上来了，她计划和同学一起
去逛逛骊山，看看钟楼的夜景，
去更多地方感受西安的美。

此外，昨日上午9：00，作为
“相约新时代爱上大西安”2018
西安大学生开学季系列活动的
组成部分，“2018西安高校新生
开学季城墙青春跑”在西安明
城墙永宁门活力开跑！共有来
自西安各高校的 800余名大一
新生参加了此次酷跑。取得一
等奖的同学还获得了明年城
墙国际马拉松的直通资格（免
报名）。

相约新时代爱上大西安
2018西安大学生开学盛典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