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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陕西日报社“全媒体行动”暨
长安画派墨尖观西咸活动在西咸新区沣东
新城沣滨水镇诗经里启动。

新轴线新中心新特区
肩负国家级新区历史重任

此次活动由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所
有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和30余位长安画派艺
术家组成，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全媒体记
者和艺术家，将以各种形式展现西咸新区
在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中的巨大变化。

西咸新区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圈，
规划面积882平方公里，下设空港、沣东、秦
汉、沣西和泾河五个组团，辖7个县（区）23个
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现有户籍人口101万。
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教育科
技人才汇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
环境优越，紧紧围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主
线，探索与实践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
肩负大西安新轴线、新中心、新特区，努力完
成国家级新区的历史重任。

在昨日的采访中，“全媒体行动”在西咸

新区沣东新城、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对诗经
里、沣河生态景区、中俄丝路创新园、丝路数
字文化、宝能新能源汽车项目等景点和企业
进行了采访。

在诗意与远方中
探寻创新城市发展方式

在沣东新城，细雨中的沣河景区，多
了几分灵动。树木颜色也有了红黄绿的
层次，平静的河面，在蒙蒙细雨荡漾波纹，
彩旗在风中欢快的舞动，河边各色船只随
水而动，似要随时出发。这里，治理前曾
是沙坑遍布、荒草丛生，如今已成为生态
环境优美、人居环境和谐、宜业宜居宜游
的大西安中心河。临沣河而建的诗经里，
周文王命名的灵沼湖，在烟雨朦胧中，便
多了几分仙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开园以来，先
后有260万余人次到诗经里参观，也接待了
国家水利部、洛克菲勒基金会“2018美国教
育医疗经贸考察团”等国内外观摩考察团
437批。

在中俄创新园，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企
业家兴奋不已地讲述他为什么选择在西咸
新区落户，他对大西安的未来发展充满了
期待。

在秦汉新城新丝路数字文化创意（产
业）基地，集历史文化于一身的文物动了、活
了；中译语通让任何语言之间的交流都没有
障碍；宝能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将创陕西
速度。

国际快件监控中心、物流企业、飞机起
落架维修等项目，给临空经济注入了腾飞的
力量。而让采访团最感兴趣的还有空港新
城打造营商环境的一系列举措……

“全媒体行动”的第一天，从沣东新城的
诗经里，到秦汉新城的科技+文化，再到空中
丝路的空港新城，从诗意到远方，让记者看
到了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动能。

本报记者周书养

“全媒体行动”探寻城市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维）省政府昨日
印发西咸新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目标紧盯围
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主题，通过实施
城市发展理念、城市规划布局等“十
大创新行动”，建设“大西安新中心”，
实现地方财政、地区生产总值“两突
破”，构筑产业聚集、内陆开放、科技
创新“三高地”。

行动计划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方面，按照“一镇一业、突出特色”原
则，重点建设沣滨水镇、丝路风情小
镇、酒庄小镇、硬科技小镇等一批优美
小镇，到 2020年开园运营 10个以上，
形成优美小镇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
彰显田园城市特色。在创新城市建设
方式上，将增强城市综合功能。实施

“气化新区”工程，到2020年西咸新区
城镇气化率达到 95%以上，农村地区
天然气覆盖率达到70%以上。将西咸
新区轨道交通建设纳入关中城市群都
市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有关规划。
2019年,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通车
运营，地铁1号线二期建成通车；2020
年,地铁 5号线二期通车，地铁 3号线
二期、16号线一期全面开工建设；预
计 2024年以上 5条线路将全部建成，
运营总里程达到75.8公里。

实施西咸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制订西咸新区引智引才
政策措施，建立“高精尖缺”人才引进
机制，引进急需紧缺的各类高层次人
才1000名左右，引进和培养各类技能
人才 5万人，打造国家创新创业人才
高地。

全面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落实
居住用地“两个20%”原则，开展共有产
权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实施63个城中
村和棚户区改造，新建各类安置房、保
障房70528套。多措并举提高居民就
业和收入水平。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
移劳动力培训5万人次，城镇居民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10%。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自省民
政厅消息，由省民政厅组织引导的社会
组织参与精准扶贫项目探索出扶贫新
路径——协调组织10个贫困县数百种
绿色农副产品直销西安20多个社区，
实现了农副产品从田间到饭桌的无缝
对接，积极助推精准扶贫。

此次活动，由陕西省众帮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业协会采用“农超对接社
区直供”方式，为全省 10个贫困县的
优质农副产品在西安树立品牌，扩大
当地产品销售渠道，起到为农民增加
收入，为贫困地区扶贫助力的推广作
用。因地理等条件限制，陕南、陕北
一些优质农产品，由于自身市场开拓
能力、销售渠道和信息优势不足，使
得不少原生态的好产品市场销售受
限。此次活动创新了传统在大商场
大超市举办的模式，采取小范围、集
中展示等方式，结合社区优势，以采
购、代销等多种形式，使这些产品直
接接通西安市场，既为社区市场增添
了优质品种，也为产品当地的农民增
加了收入。

此次，在高山流水幸福快车、融
侨城、枫叶新都市、高科新花园、都市
印象、夏日景色二期商业街、凤城五
路世融嘉城、西安市妇女就业服务中
心、草场坡骊马豪城、土门街道办、未
央区浐灞半岛太华金堤、纺织城纺七
路 15号、东一路 20号、明德门伟丰花
园、西安市东五路口等 20 多个社区
开展直销展销会。

本报讯（记者文晨）9月27日，省委召
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传达中
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要求，听取省委工
作专班近期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专项整治
下一步任务。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
长刘国中，省委副书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
智、梁桂、王兴宁、姜锋、钱引安，副省长陈
国强，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出席。

会上，工作专班汇报了秦岭北麓违规
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进展，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与会同志围绕当前重

点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近
一段时间专项整治推进有力有序，各项工
作进展较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体悟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高度重视，增强推进整治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整治进度，确保秦岭
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全面彻底整治到位。

会议强调，当前专项整治工作已经进
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要始终紧抓不

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要突出重点、
尽锐出战，围绕当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深入开展研究，加强力量调配，完善工
作制度，依法依规推动整治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

会议要求，工作专班和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一鼓作气、持续用力，不达目的不收
兵。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做好彻底查清、
彻底排查、彻底整治、彻底查处和举一反
三、建立长效机制等工作，加强政策解读和
阐释，努力把专项整治工作引向深入。

本报讯（记者谢斌）在秦岭北麓违建
整治工作进入彻底整治的关键阶段，鄠邑
区持续集中攻坚，将违建拆除、垃圾清运、
覆土复绿等工作做到“一天一个样，天天有
进展”，用行动践行打赢秦岭保卫战。

“达观天下（圭峰苑湖光山舍）”项目共
建设别墅157栋228套，建筑面积69602.84
平方米，占地面积1601.457亩(其中租用土
地1125.049亩)。9月12日，鄠邑区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达观天下（圭峰苑湖光山
舍）”项目违建进行集中依法拆除。目前，
累计拆除57栋67套别墅，拆违面积2.2万
平方米，在拆违的同时，同步推进垃圾清运
和覆土平整工作。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一期拆除的土
地已完成平整。该项目负责人刘孟昭介
绍，下一步按照区林业局制定的《秦岭北麓
违建专项整治生态恢复工作验收标准》，对

“达观天下”一期拆除后的土地进行复绿工
作，在复绿的整个过程坚持因地制宜，适地
适树，选择耐干旱、生长快、防护性能好、成
活率高的常绿和落叶植被为主的优良乡土
树种，完成1.5万平方米的植被复绿工作。

随后，记者又来到“山水草堂（山水宅
院）”违建别墅项目，现场了解到，“山水草
堂”违建自7月26日开始自拆，企业自行拆

除7栋，9月5日以来，鄠邑区出动机械30
台，洒水除尘车10辆，150余名工作人员集
中拆除剩余的41栋违建别墅，共拆除违建
35栋48套，拆除面积13560平方米，9月10
日完成拆除，9月20日完成垃圾清运工作
和覆土，覆土面积5万多平方米。

鄠邑区林业局耿锐斌介绍，“山水草堂
（山水宅院）”拆除后平整土地83亩，26日，
鄠邑区林业局依据《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
治生态恢复工作验收标准》对平整后的土
地进行验收，验收结果符合种植要求，同日

下午林业局对该土地实施复绿植绿工作，
计划3天完成白皮松、雪松、红叶石楠、金叶
复叶槭等1万余棵绿植的栽种工作，并在2
年的养护期内，定期对苗木进行浇水、除
草、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复绿工作扎实
到位，让违建变绿地，为秦岭增添新的绿色
和活力。

截至9月26日，鄠邑区累计拆除违建
398宗694处，拆除违建总面积31万平方
米，其中别墅类 29宗 309栋 326套，面积
10.7万平方米。

省委召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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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优质农副产品
走进西安20多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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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16号线一期全面开工建设；预
计 2024年以上 5条线路将全部建成，
运营总里程达到75.8公里。

实施西咸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制订西咸新区引智引才
政策措施，建立“高精尖缺”人才引进
机制，引进急需紧缺的各类高层次人
才1000名左右，引进和培养各类技能
人才 5万人，打造国家创新创业人才
高地。

全面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落实
居住用地“两个20%”原则，开展共有产
权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实施63个城中
村和棚户区改造，新建各类安置房、保
障房70528套。多措并举提高居民就
业和收入水平。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
移劳动力培训5万人次，城镇居民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10%。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自省民
政厅消息，由省民政厅组织引导的社会
组织参与精准扶贫项目探索出扶贫新
路径——协调组织10个贫困县数百种
绿色农副产品直销西安20多个社区，
实现了农副产品从田间到饭桌的无缝
对接，积极助推精准扶贫。

此次活动，由陕西省众帮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业协会采用“农超对接社
区直供”方式，为全省 10个贫困县的
优质农副产品在西安树立品牌，扩大
当地产品销售渠道，起到为农民增加
收入，为贫困地区扶贫助力的推广作
用。因地理等条件限制，陕南、陕北
一些优质农产品，由于自身市场开拓
能力、销售渠道和信息优势不足，使
得不少原生态的好产品市场销售受
限。此次活动创新了传统在大商场
大超市举办的模式，采取小范围、集
中展示等方式，结合社区优势，以采
购、代销等多种形式，使这些产品直
接接通西安市场，既为社区市场增添
了优质品种，也为产品当地的农民增
加了收入。

此次，在高山流水幸福快车、融
侨城、枫叶新都市、高科新花园、都市
印象、夏日景色二期商业街、凤城五
路世融嘉城、西安市妇女就业服务中
心、草场坡骊马豪城、土门街道办、未
央区浐灞半岛太华金堤、纺织城纺七
路 15号、东一路 20号、明德门伟丰花
园、西安市东五路口等 20 多个社区
开展直销展销会。

本报讯（记者文晨）9月27日，省委召
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传达中
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要求，听取省委工
作专班近期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专项整治
下一步任务。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
长刘国中，省委副书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
智、梁桂、王兴宁、姜锋、钱引安，副省长陈
国强，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出席。

会上，工作专班汇报了秦岭北麓违规
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进展，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与会同志围绕当前重

点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近
一段时间专项整治推进有力有序，各项工
作进展较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体悟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高度重视，增强推进整治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整治进度，确保秦岭
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全面彻底整治到位。

会议强调，当前专项整治工作已经进
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要始终紧抓不

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要突出重点、
尽锐出战，围绕当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深入开展研究，加强力量调配，完善工
作制度，依法依规推动整治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

会议要求，工作专班和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一鼓作气、持续用力，不达目的不收
兵。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做好彻底查清、
彻底排查、彻底整治、彻底查处和举一反
三、建立长效机制等工作，加强政策解读和
阐释，努力把专项整治工作引向深入。

本报讯（记者谢斌）在秦岭北麓违建
整治工作进入彻底整治的关键阶段，鄠邑
区持续集中攻坚，将违建拆除、垃圾清运、
覆土复绿等工作做到“一天一个样，天天有
进展”，用行动践行打赢秦岭保卫战。

“达观天下（圭峰苑湖光山舍）”项目共
建设别墅157栋228套，建筑面积69602.84
平方米，占地面积1601.457亩(其中租用土
地1125.049亩)。9月12日，鄠邑区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达观天下（圭峰苑湖光山
舍）”项目违建进行集中依法拆除。目前，
累计拆除57栋67套别墅，拆违面积2.2万
平方米，在拆违的同时，同步推进垃圾清运
和覆土平整工作。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一期拆除的土
地已完成平整。该项目负责人刘孟昭介
绍，下一步按照区林业局制定的《秦岭北麓
违建专项整治生态恢复工作验收标准》，对

“达观天下”一期拆除后的土地进行复绿工
作，在复绿的整个过程坚持因地制宜，适地
适树，选择耐干旱、生长快、防护性能好、成
活率高的常绿和落叶植被为主的优良乡土
树种，完成1.5万平方米的植被复绿工作。

随后，记者又来到“山水草堂（山水宅
院）”违建别墅项目，现场了解到，“山水草
堂”违建自7月26日开始自拆，企业自行拆

除7栋，9月5日以来，鄠邑区出动机械30
台，洒水除尘车10辆，150余名工作人员集
中拆除剩余的41栋违建别墅，共拆除违建
35栋48套，拆除面积13560平方米，9月10
日完成拆除，9月20日完成垃圾清运工作
和覆土，覆土面积5万多平方米。

鄠邑区林业局耿锐斌介绍，“山水草堂
（山水宅院）”拆除后平整土地83亩，26日，
鄠邑区林业局依据《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
治生态恢复工作验收标准》对平整后的土
地进行验收，验收结果符合种植要求，同日

下午林业局对该土地实施复绿植绿工作，
计划3天完成白皮松、雪松、红叶石楠、金叶
复叶槭等1万余棵绿植的栽种工作，并在2
年的养护期内，定期对苗木进行浇水、除
草、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复绿工作扎实
到位，让违建变绿地，为秦岭增添新的绿色
和活力。

截至9月26日，鄠邑区累计拆除违建
398宗694处，拆除违建总面积31万平方
米，其中别墅类 29宗 309栋 326套，面积
10.7万平方米。

省委召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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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到2020年
运营10个以上优美小镇

贫困县优质农副产品
走进西安20多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