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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杆联动”摘柑子如探囊取物；
穿戴钢铁侠，摘菠萝不再扎手弯腰；
用上“吸尘器”摘分苹果一次完成；跨
越式复合立体停车解决老旧小区停
车难，昨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
科技成果发布会上，大学生的发明创
造将这些民生问题成功解决。

老旧小区车位少停车难是困扰
城市生活的事，西安交大大学生设
计的跨越式复合立体停车装置，采
用了一种跨越梳齿、下行托举复合
交换的单排可扩展新型立体车库，
较现在巷道式立体车库更省空间，

效率提升。搬运器位于二层与三层
车位中间，在一侧设有入口升降装
置。存取二三层停车位车辆时，通
过手机APP控制，搬运器运动至指
定停车位处，通过梳齿交换或者挂
钩交换实现车辆存取。挂钩在入
钩、脱钩曲线和回复力作用下实现
装车辆的挡板，在升降到指定位置
入钩自锁和脱钩自解。入口升降装
置实现车辆进出自动搬运，一层停
车位还自由使用可停放汽车或作他
用如绿化、自行车停放。

本报记者 张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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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设计解决民生问题

昨日，省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
警信号，未来24小时内，榆林、延安、
咸阳北部局地地面最低温度在0℃以
下。早晨，走在西安街头，明显能感
到秋的凉意，气温 6.9℃。好在午后
随着太阳的照射，西安最高气温又升
至22℃左右。

省气象台昨日11时发布霜冻蓝
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榆林、延
安、咸阳北部局地地面最低温度仍在
0℃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

11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多
云间阴天，陕南晴天转多云；12日：陕
北多云间阴天，榆林北部有小雨，关
中东部、陕南东部多云间晴天，关中
西部、陕南西部多云间阴天，宝鸡西
部、汉中西部有小雨；13日：全省阴天
间多云，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小雨。

西安 11日白天：晴转多云，9～
21℃；12日：多云间晴，9～23℃；13
日：多云转阴天，12～22℃。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我省发布霜冻蓝色预警
榆林延安咸阳局地跌破0℃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10月
11日是“国际女童日”。昨日，省妇联
联合国际计划、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举行“与她同行·为爱添翼——
纪念‘国际女童日’公益宣传活动”旨
在呼吁更多的普通民众关注女童发
展，促进女童保护。活动最后，相关

机构代表与女性青年代表一起宣读
《支持女童平等倡议书》，倡议全社会
从“支持女童教育和职业发展、鼓励
女童参与、建立性别包容的社会文
化、鼓励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等方面
出发，共同为女童的生存和发展建立
安全友好的社会环境。

专家学者呼吁促进女童保护

本报讯（张永峰首席记者赵丽莉）
“太开心了，等了4年终于盼到了这一
天，新房设计很不错，随便挑哪一套
都好啊！”昨天上午，长安区郭杜街道
岔道口社区回迁安置开始选房，居民
张师傅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据介绍，长安区郭杜街道于2014
年5月启动岔道口城改工作，是全区

城改工作重点项目之一。在新房建设
中，310户1070名村民在外度过了 4
年租房生活。新建的岔道口城中村
安置社区，北临学府大道，东接大居
安村，西南两邻均为智慧美郡小区。
安置社区共 4栋单体建筑，总面积
10.5171万平方米，设置有五种面积户
型，满足不同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

长安郭杜岔道口社区居民回迁了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昨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2019年我省普
通高校毕业生将有34.2万左右，为促
进毕业生充分就业，省教育厅联合部
分高校，从2018年10月中旬到12月
下旬，为 2019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举
办117场大型校园招聘会。

据悉，117场校园招聘会分为综
合类、机电信息类、经济管理类、机械
电子类，交通经管类、建工机电类、文
史类、外语外贸类、数学计算机类、学
前教育类、理工IT类、理工类、经管艺
术类、人文教育类、土木建筑类、教育
制作类、化学化工类等多个类别。

我省明年高校毕业生有34.2万左右
近期117场校园招聘会帮大学生就业

另类租房广告引热议

“离婚协议”广告主沉默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每年每人限额10200元
昨天，记者从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西安四部门出台《关于开展治理违规骗提套取住

房公积金行为的通知》，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年每人提取10200元。

进一步规范公积金账户转
移及非本市户口离职提取。

异地缴存职工将账户余
额转移到西安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时，必须在西安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开立住房公积
金账户并按月足额汇缴半年
以上。

在西安公积金管理中心缴
存的非本市户口离职职工，未在
异地继续缴存的，封存满半年后
本人可以提取。

公积金账户转移等有了新规定

职工租房提取公积金，有哪
些变化？

《通知》对租房提取提出了
新的规定：缴存职工在西安市行
政区域内家庭无房产信息并租
住商品房的，按照西安地区上年
人均月平均房租水平（2017年约
为850元）的12倍设定每年提取
限额，即每年每人提取10200元

（账户金额至少留存3个月缴存
额），提取限额随房租变化年度
调整。

之前的政策是按照职工半
年缴存额来规定的提取限额，由
于各人缴存额度存在比较大的
差异，一些缴存较少的职工急需
解决租房问题，然而提取额度却
很少，并不能满足租房提取需

求，所以以市场人均月平均房租
水平来设定额度更合理。也是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落
实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精神
的具体举措。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缴存
职工按实际租房发生额提取（账
户金额至少留存3个月缴存额），
和之前的政策一致。

提取限额随房租变化年度调整

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
在缴存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
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此次政策
调整，对在非本市购房有较小影
响。《通知》规定，本人及配偶、直
系血亲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含
西咸新区）购房的，在购房事实

清楚提取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即
时办结，在西安市行政区域以外
购房的，从严审核申请资料，待
核实清楚后三个工作日内给出
处理意见。由于外地购房需要
异地公积金帮助核实，需要核实
时间不能即时办结。

对同一人一年内多次（含两
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或同一
住房，一年内产权变更多次（含
两次）的，产权人及配偶、直系血
亲均不能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是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炒房投机的具体举措。

重点支持在缴存地购买首套住房

提交虚假材料企图违规
骗提套取的，提取复核人员发
现后对涉事职工公积金账户
实行标记处理，提交所属管理
部门复审后限制其使用公
积金。

主动承认违规骗提套取的
标记 1年（含）。

拒不承认事后核实，确属违
规骗提套取的标记 3年（含）并
记载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

转移。
对已经违规骗提套取的由

复核人员对涉事职工公积金账
户实行标记处理，提交所属管理
部门复审后限制其使用公积
金。标记后（20个工作日内）追
回其套取的公积金。

对主动承认违规骗提套取
并在规定时限内主动退回套取
资金的标记 3年（含）并记载失
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

拒不承认事后核实，确属违规骗
提套取的并在规定时限内追回
套取资金的标记 5年（含）并记
载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
转移。

对按期未追回违规骗提套
取公积金的职工实行标记，自追
回之日起标记时间 5年（含），并
由公积金中心联合相关管理部
门，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记者张毅伟

企图违规骗提套取的实行标记处理

“正逢西安市 11个部门联
合整治开展打击房地产市场乱
象专项行动之际，这家房地产公
司在居民小区里打出如此‘雷
人’‘辣眼’的租房广告，的确有
点不合时宜。”昨日，本报以《另
类租房广告太“辣眼”》为题，对
出现在西安南郊一小区宣传栏
内的“离婚协议”报道后，引发市
民热议，并对当前的房屋租赁市
场“热冷”情况表示关注。

“俗！确实有点恶俗！”市民
严女士说，这种明显违反《广告
法》的广告有损社会风气，不适
合公开张贴；小区居民和物业管
理部门应当主动抵制和清理，千
万不要让低俗的城市“牛皮癣”
破坏了环境。同时建议商家应
当展示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树立积极、进取的社会形象，不
要只图搏取眼球出歪招，更不要
随意张贴小广告。

市民曾先生说，据他了解，
一些房屋中介公司接手多个小

区的房子，甚至对有些房子做了
隔间后，提高价格对外出租，行
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垄断。一些
中介企业承诺不收中介费，实质
上就是在从中赚差价，相关部门
应当对这类中介公司进行严厉
查处。尤其在西安市11个部门
联合开展打击房地产市场乱象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
为和房地产“黑中介”等行为之
际，个别商家打出另类租房广
告，难道是想“挑战”吗？

记者拨通“离婚协议”这则
广告上的手机号，接电话的是一
名男子，记者以求租房屋者的身
份告诉对方，看完“离婚协议”后
打算租一套房子。对方问记者
是在哪个小区里看到广告的？
记者如实说出这个小区的名称
后，对方说，“你加我微信，我给
你发送房源信息。”记者添加其
为好友后，对方快速发送过来多
张出租房的照片及其宣传房屋
租赁市场抖音短视频。当记者

询问其为何要以“离婚协议”的
方式来打广告？广告效果如
何？是否涉嫌违法《广告法》时，
对方再没有回复信息。

对此，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
负责人说，“按规律，每年春节前
是租房淡季，需求减弱，价格会
出现回落。去年12月和今年1、
2月份，西安房屋租赁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 0.2%、0.4和 1.5个百
分点。3—7月份，西安租房需求
明显升温，房屋租赁价格涨幅低
于销售价格。最近一段时间受
多种因素影响，房屋出租市场相
对比较低迷，作为同行，我认为
这家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打广告，
无非是为了博取众人眼球，让更
多人关注他们公司的房源。问
题是，如果不遵守市场规律，仅
仅通过一些‘手段’来逆市而上，
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

首席记者赵丽莉

彩票开奖信息
体彩排列3第2018276期中奖号码：4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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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钢铁侠，摘菠萝不再扎手弯腰；
用上“吸尘器”摘分苹果一次完成；跨
越式复合立体停车解决老旧小区停
车难，昨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
科技成果发布会上，大学生的发明创
造将这些民生问题成功解决。

老旧小区车位少停车难是困扰
城市生活的事，西安交大大学生设
计的跨越式复合立体停车装置，采
用了一种跨越梳齿、下行托举复合
交换的单排可扩展新型立体车库，
较现在巷道式立体车库更省空间，

效率提升。搬运器位于二层与三层
车位中间，在一侧设有入口升降装
置。存取二三层停车位车辆时，通
过手机APP控制，搬运器运动至指
定停车位处，通过梳齿交换或者挂
钩交换实现车辆存取。挂钩在入
钩、脱钩曲线和回复力作用下实现
装车辆的挡板，在升降到指定位置
入钩自锁和脱钩自解。入口升降装
置实现车辆进出自动搬运，一层停
车位还自由使用可停放汽车或作他
用如绿化、自行车停放。

本报记者 张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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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设计解决民生问题

昨日，省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
警信号，未来24小时内，榆林、延安、
咸阳北部局地地面最低温度在0℃以
下。早晨，走在西安街头，明显能感
到秋的凉意，气温 6.9℃。好在午后
随着太阳的照射，西安最高气温又升
至22℃左右。

省气象台昨日11时发布霜冻蓝
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榆林、延
安、咸阳北部局地地面最低温度仍在
0℃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

11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多
云间阴天，陕南晴天转多云；12日：陕
北多云间阴天，榆林北部有小雨，关
中东部、陕南东部多云间晴天，关中
西部、陕南西部多云间阴天，宝鸡西
部、汉中西部有小雨；13日：全省阴天
间多云，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小雨。

西安 11日白天：晴转多云，9～
21℃；12日：多云间晴，9～23℃；13
日：多云转阴天，12～22℃。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我省发布霜冻蓝色预警
榆林延安咸阳局地跌破0℃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10月
11日是“国际女童日”。昨日，省妇联
联合国际计划、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举行“与她同行·为爱添翼——
纪念‘国际女童日’公益宣传活动”旨
在呼吁更多的普通民众关注女童发
展，促进女童保护。活动最后，相关

机构代表与女性青年代表一起宣读
《支持女童平等倡议书》，倡议全社会
从“支持女童教育和职业发展、鼓励
女童参与、建立性别包容的社会文
化、鼓励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等方面
出发，共同为女童的生存和发展建立
安全友好的社会环境。

专家学者呼吁促进女童保护

本报讯（张永峰首席记者赵丽莉）
“太开心了，等了4年终于盼到了这一
天，新房设计很不错，随便挑哪一套
都好啊！”昨天上午，长安区郭杜街道
岔道口社区回迁安置开始选房，居民
张师傅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据介绍，长安区郭杜街道于2014
年5月启动岔道口城改工作，是全区

城改工作重点项目之一。在新房建设
中，310户1070名村民在外度过了 4
年租房生活。新建的岔道口城中村
安置社区，北临学府大道，东接大居
安村，西南两邻均为智慧美郡小区。
安置社区共 4栋单体建筑，总面积
10.5171万平方米，设置有五种面积户
型，满足不同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

长安郭杜岔道口社区居民回迁了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昨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2019年我省普
通高校毕业生将有34.2万左右，为促
进毕业生充分就业，省教育厅联合部
分高校，从2018年10月中旬到12月
下旬，为 2019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举
办117场大型校园招聘会。

据悉，117场校园招聘会分为综
合类、机电信息类、经济管理类、机械
电子类，交通经管类、建工机电类、文
史类、外语外贸类、数学计算机类、学
前教育类、理工IT类、理工类、经管艺
术类、人文教育类、土木建筑类、教育
制作类、化学化工类等多个类别。

我省明年高校毕业生有34.2万左右
近期117场校园招聘会帮大学生就业

另类租房广告引热议

“离婚协议”广告主沉默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每年每人限额10200元
昨天，记者从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西安四部门出台《关于开展治理违规骗提套取住

房公积金行为的通知》，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年每人提取10200元。

进一步规范公积金账户转
移及非本市户口离职提取。

异地缴存职工将账户余
额转移到西安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时，必须在西安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开立住房公积
金账户并按月足额汇缴半年
以上。

在西安公积金管理中心缴
存的非本市户口离职职工，未在
异地继续缴存的，封存满半年后
本人可以提取。

公积金账户转移等有了新规定

职工租房提取公积金，有哪
些变化？

《通知》对租房提取提出了
新的规定：缴存职工在西安市行
政区域内家庭无房产信息并租
住商品房的，按照西安地区上年
人均月平均房租水平（2017年约
为850元）的12倍设定每年提取
限额，即每年每人提取10200元

（账户金额至少留存3个月缴存
额），提取限额随房租变化年度
调整。

之前的政策是按照职工半
年缴存额来规定的提取限额，由
于各人缴存额度存在比较大的
差异，一些缴存较少的职工急需
解决租房问题，然而提取额度却
很少，并不能满足租房提取需

求，所以以市场人均月平均房租
水平来设定额度更合理。也是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落
实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精神
的具体举措。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缴存
职工按实际租房发生额提取（账
户金额至少留存3个月缴存额），
和之前的政策一致。

提取限额随房租变化年度调整

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
在缴存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
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此次政策
调整，对在非本市购房有较小影
响。《通知》规定，本人及配偶、直
系血亲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含
西咸新区）购房的，在购房事实

清楚提取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即
时办结，在西安市行政区域以外
购房的，从严审核申请资料，待
核实清楚后三个工作日内给出
处理意见。由于外地购房需要
异地公积金帮助核实，需要核实
时间不能即时办结。

对同一人一年内多次（含两
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或同一
住房，一年内产权变更多次（含
两次）的，产权人及配偶、直系血
亲均不能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是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炒房投机的具体举措。

重点支持在缴存地购买首套住房

提交虚假材料企图违规
骗提套取的，提取复核人员发
现后对涉事职工公积金账户
实行标记处理，提交所属管理
部门复审后限制其使用公
积金。

主动承认违规骗提套取的
标记 1年（含）。

拒不承认事后核实，确属违
规骗提套取的标记 3年（含）并
记载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

转移。
对已经违规骗提套取的由

复核人员对涉事职工公积金账
户实行标记处理，提交所属管理
部门复审后限制其使用公积
金。标记后（20个工作日内）追
回其套取的公积金。

对主动承认违规骗提套取
并在规定时限内主动退回套取
资金的标记 3年（含）并记载失
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

拒不承认事后核实，确属违规骗
提套取的并在规定时限内追回
套取资金的标记 5年（含）并记
载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
转移。

对按期未追回违规骗提套
取公积金的职工实行标记，自追
回之日起标记时间 5年（含），并
由公积金中心联合相关管理部
门，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记者张毅伟

企图违规骗提套取的实行标记处理

“正逢西安市 11个部门联
合整治开展打击房地产市场乱
象专项行动之际，这家房地产公
司在居民小区里打出如此‘雷
人’‘辣眼’的租房广告，的确有
点不合时宜。”昨日，本报以《另
类租房广告太“辣眼”》为题，对
出现在西安南郊一小区宣传栏
内的“离婚协议”报道后，引发市
民热议，并对当前的房屋租赁市
场“热冷”情况表示关注。

“俗！确实有点恶俗！”市民
严女士说，这种明显违反《广告
法》的广告有损社会风气，不适
合公开张贴；小区居民和物业管
理部门应当主动抵制和清理，千
万不要让低俗的城市“牛皮癣”
破坏了环境。同时建议商家应
当展示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树立积极、进取的社会形象，不
要只图搏取眼球出歪招，更不要
随意张贴小广告。

市民曾先生说，据他了解，
一些房屋中介公司接手多个小

区的房子，甚至对有些房子做了
隔间后，提高价格对外出租，行
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垄断。一些
中介企业承诺不收中介费，实质
上就是在从中赚差价，相关部门
应当对这类中介公司进行严厉
查处。尤其在西安市11个部门
联合开展打击房地产市场乱象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
为和房地产“黑中介”等行为之
际，个别商家打出另类租房广
告，难道是想“挑战”吗？

记者拨通“离婚协议”这则
广告上的手机号，接电话的是一
名男子，记者以求租房屋者的身
份告诉对方，看完“离婚协议”后
打算租一套房子。对方问记者
是在哪个小区里看到广告的？
记者如实说出这个小区的名称
后，对方说，“你加我微信，我给
你发送房源信息。”记者添加其
为好友后，对方快速发送过来多
张出租房的照片及其宣传房屋
租赁市场抖音短视频。当记者

询问其为何要以“离婚协议”的
方式来打广告？广告效果如
何？是否涉嫌违法《广告法》时，
对方再没有回复信息。

对此，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
负责人说，“按规律，每年春节前
是租房淡季，需求减弱，价格会
出现回落。去年12月和今年1、
2月份，西安房屋租赁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 0.2%、0.4和 1.5个百
分点。3—7月份，西安租房需求
明显升温，房屋租赁价格涨幅低
于销售价格。最近一段时间受
多种因素影响，房屋出租市场相
对比较低迷，作为同行，我认为
这家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打广告，
无非是为了博取众人眼球，让更
多人关注他们公司的房源。问
题是，如果不遵守市场规律，仅
仅通过一些‘手段’来逆市而上，
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

首席记者赵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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