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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彭佳涛记者薛保华）11月
8日，记者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近日省
委组织部、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村
干部中开展学历教育提升工作的通知》，决
定从2019年起，委托杨凌职院开展全省村干
部大专层次学历教育。

据了解，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具有高
中（中职）或同等学历、符合当年高考报名条
件的在职村干部及村级后备力量，均可参加
杨凌职院组织的单独招生考试，择优录取。

全省村干部大专层次学历教育学制为三年
（非脱产），学员在校期间管理与普通生一
致，享受杨凌职院院内奖学金和各类评优评
先；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并修满学分后，准予
毕业，颁发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学历文
凭。此外，在教学实施上，杨凌职院按照全
日制学生教学计划，结合村干部工作实际，
利用农闲时间，实行集中与分散结合、线上
与线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农学结合、
半工半读”形式。

2016年以来，杨凌职院在致力于教书
育人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将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先后开设了我国首
个农民全日制学历教育班、建立了11个县
（区）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此次，杨凌职院
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基层
干部学历教育的长效机制，充分激发村干
部谋事、干事的热情，早日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

本报延安讯（高彦龙记者崔亚樵）11月
8日上午8时29分，由杭州飞来的东方航空
MU9997航班安全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标志着延安南泥湾机场正式投运。原延安
二十里铺机场停止使用，延安机场原有全
部航线改为在延安南泥湾机场起降。中国
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省委常委、延安市委
书记徐新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宏贤，
副省长陈国强参加机场通航仪式，民航西
北地区管理局向延安南泥湾机场颁发机场
使用许可证。

南泥湾机场位于延安市区西南方向的
宝塔区柳林镇尚家沟，距市中心13公里，按
军用二级、民航4C级标准设计，机场跑道长

3000米、宽 45米，站坪有 1B6C共 7个停机
位、航站楼1.3万平方米，配套4部登机桥，具
备 夜 航 保 障 条 件 ，可 保 障 A321-200、
B737-900及以下机型运行。

南泥湾机场的投运，将有力提升延安航
空运输保障能力，为促进延安对外交流合
作、做大做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搭建更加快
捷顺畅的空中通道，为助推延安加快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
济、流动经济”提供强力支撑。

据了解，自2002年起，延安市委、市政府
开始进行迁建二十里铺机场规划选址，通
过 11年的筹划准备和 5年多的艰苦建设，
机场建设者们克服了湿陷性黄土地区大规

模岩土工程施工技术和生态保护等诸多难
题，在陕北高原山岭沟壑上建成了延安南泥
湾机场。

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将立足延安区位
优势、资源禀赋、政治知名度和文化影响
力，围绕“两年破百万，三年增三倍”的发
展目标，着力架构“省会通”和“经延飞”航
线网络布局，力争2019年开通国际（地区）
航线，旅客吞吐量超过 60万人次，2020年
旅客吞吐量跨入百万级机场行列，全力打
造“国家著名红色旅游机场”和“陕甘宁区
域中心机场”，使延安南泥湾机场成为延
安对外开放的标杆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特色窗口。

延安南泥湾机场正式投运
本报汉中讯（肖永庆记者陈卫平）

近日，城固县巡特警大队迅速查处一起
涉枪案，违法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10月5日上午9时许，城固县公安
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接群众举报，在龙头
镇军张坝村有人持枪打鸟。接到举报
后，巡特警大队迅速组织民警乔装赶往
事发地，巡查中在龙头镇军张坝村一条
乡村路上发现一嫌疑车辆，民警遂将嫌
疑车辆截停进行盘查。

盘查中，民警现场查获“秃鹰”气枪
一支，铅弹10发以及用气枪打到的鸽
子一只。经现场询问，违法嫌疑人周某
对违法携带枪支的事实供认不讳，随后
民警将三人带至县局审查。目前，违法
嫌疑人周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城固巡特警大队
查处一起涉枪案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来自陕西
省统计局消息，前三季度，由于我省房
地产新开发项目增多，拉动房地产投资
增长持续回升，施工速度加快，尤其新
开工面积增长明显，房地产开发规模持
续扩大，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速度平稳
放缓，个别地市销售市场趋冷，购房者
回归理性；在现房销售增长和竣工速度
减缓的作用下，待售面积总量下降、增
速持续回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以自筹为主，总体趋于宽松。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
资 2589.95亿元，增长 17.9%，增速提
高。前三季度，我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819.46万平方米，增长9.7%。

前三季度我省
房地产开发总体平稳

全省村干部

学历教育提升工作将开展

陕西将实现“互联网＋智慧”养老

两年建3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本报讯（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56岁
的西安的哥冀全林经历了职业生涯第一次

“天上掉馅饼”的事：车费本该收8.7元，女乘
客微信误点了875元，多付了百倍。昨日，女
乘客给本报打来电话，给的哥点赞。

事发11月6日早上6点多，女乘客从西
安自强东路向荣小区乘车，去小北门里顺城
巷，的哥冀全林载上了她。两个地方离得不

远，到目的地车费显示8.7元，女乘客用微信
支付后，随后下车离开。“当时手机信号不太
好，过了几分钟后，我的手机收到了车费，显
示875元。”冀全林说，这点路，这么多钱，女
乘客肯定也不知情，可能是在用手机付钱
时，一疏忽，点错了。

冀全林沿顺城巷开车一路去追，找到了
女乘客。说明来意后，将钱原封不动的退

还。女乘客也很不好意思，再次使用微信支
付了车费，对的哥表示感谢。

随着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微信支付
已成为打车常见付费方式。因为需要手
动输入付费金额，乘客付错车费的现象
时有发生。冀全林提醒各位乘客，不管
是打车还是购物，手机付款时，还是得留
个心。

8.7元车费付了875元的哥退还

本报渭南讯（王梦凡记者杨晶）11
月 8日，早上的天气已经开始渐渐寒
冷。在大荔县赵渡镇初级中学，一场如
约而至的“暖冬”活动正在急速温暖着
这里的200多个孩子们。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荔县委宣传
部牵手“陕西九三梦丫助学公益服务中
心”，与爱心企业为辖区内学校的贫困
孩子们送上暖冬祝福，激励孩子好好学
习,同时捐赠了200双，价值4万元的运
动鞋，还有其他学习用品。

活动当天，赵渡镇初级中学的200
名学生整齐列队，个个脸蛋泛红，嘴里
不时地吐着寒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按捺不住的笑容。孩子们依次上前接
过崭新的运动鞋，有的还会调皮的互
相羡慕一番，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心
满意足的笑容也让立冬后的这个早晨
有了与天气截然不同特别的温暖。

一双新鞋子
让孩子们过“暖冬”

11月 8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
闻发布会，省民政厅副厅长戈养年介绍我
省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情况。我省不断
加大农村养老投入，推进养老设施建设，
2018年支持新建1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2019年将再建2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确
保到 2020年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率达到
80%，依托农村互助幸福院，积极开展空
巢、留守、失能老年人关爱服务，增强老年
人幸福感。

截至2017年底，我省共有60岁以上老
年人口64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81%；65
岁以上人口414万人，全省有农村老年人约
280余万人，按照老龄人口以每年3%左右的
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
将达到690万人，呈现出老年人口数量多、老
龄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的特点。

为了应对老龄化加快问题，近年来，我
省不断加大农村养老投入，推进养老设施建
设，截至2017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互助幸
福院8124个、建设床位8.3万张，覆盖全省
48.65%的行政村。2018年，省级福利彩票公
益金下达8000万元，又支持新建1000个农
村互助幸福院。

下一步，省民政厅将进一步完善农村低

保制度，健全低保认定方法，将符合条件的
贫困老年人纳入低保范围。加大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和临时救助工作力度，努力实现到
2020年所有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
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应救
尽救”。2019年，省民政厅计划下达省级福彩
公益金1.6亿元，支持新建农村互助幸福
院2000个，同时要求市、县结合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建设，加大本级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的
投入，积极整合村委会撤并后的闲置用房
等资源，改建扩建幸福院，确保到2020年
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率达到 80%，实现

“十三五”确定的目标。
目前我省的榆林、安康、商洛、杨凌、

西咸新区已经建立了信息台账。今年年
底前建立全省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
针对农村老年人服务需求，积极在生活照
料、医疗卫生服务、康复护理服务、心理咨
询和精神慰藉服务、安全防护和紧急救援
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六项服务方面创新
服务方式。

戈养年说：“我们将指导各地推进与
陕西移动公司的合作，推动居家社区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形式，依托农村互助幸福院，积极融合
为老服务组织、社区卫生机构等，采取互联
网+智慧养老、智能化呼叫、APP等多样化信
息化手段，为独居、贫困、残疾等老年人提供
丰富多彩的关爱服务。”

本报记者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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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彭佳涛记者薛保华）11月
8日，记者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近日省
委组织部、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村
干部中开展学历教育提升工作的通知》，决
定从2019年起，委托杨凌职院开展全省村干
部大专层次学历教育。

据了解，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具有高
中（中职）或同等学历、符合当年高考报名条
件的在职村干部及村级后备力量，均可参加
杨凌职院组织的单独招生考试，择优录取。

全省村干部大专层次学历教育学制为三年
（非脱产），学员在校期间管理与普通生一
致，享受杨凌职院院内奖学金和各类评优评
先；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并修满学分后，准予
毕业，颁发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学历文
凭。此外，在教学实施上，杨凌职院按照全
日制学生教学计划，结合村干部工作实际，
利用农闲时间，实行集中与分散结合、线上
与线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农学结合、
半工半读”形式。

2016年以来，杨凌职院在致力于教书
育人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将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先后开设了我国首
个农民全日制学历教育班、建立了11个县
（区）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此次，杨凌职院
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基层
干部学历教育的长效机制，充分激发村干
部谋事、干事的热情，早日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

本报延安讯（高彦龙记者崔亚樵）11月
8日上午8时29分，由杭州飞来的东方航空
MU9997航班安全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标志着延安南泥湾机场正式投运。原延安
二十里铺机场停止使用，延安机场原有全
部航线改为在延安南泥湾机场起降。中国
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省委常委、延安市委
书记徐新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宏贤，
副省长陈国强参加机场通航仪式，民航西
北地区管理局向延安南泥湾机场颁发机场
使用许可证。

南泥湾机场位于延安市区西南方向的
宝塔区柳林镇尚家沟，距市中心13公里，按
军用二级、民航4C级标准设计，机场跑道长

3000米、宽 45米，站坪有 1B6C共 7个停机
位、航站楼1.3万平方米，配套4部登机桥，具
备 夜 航 保 障 条 件 ，可 保 障 A321-200、
B737-900及以下机型运行。

南泥湾机场的投运，将有力提升延安航
空运输保障能力，为促进延安对外交流合
作、做大做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搭建更加快
捷顺畅的空中通道，为助推延安加快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
济、流动经济”提供强力支撑。

据了解，自2002年起，延安市委、市政府
开始进行迁建二十里铺机场规划选址，通
过 11年的筹划准备和 5年多的艰苦建设，
机场建设者们克服了湿陷性黄土地区大规

模岩土工程施工技术和生态保护等诸多难
题，在陕北高原山岭沟壑上建成了延安南泥
湾机场。

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将立足延安区位
优势、资源禀赋、政治知名度和文化影响
力，围绕“两年破百万，三年增三倍”的发
展目标，着力架构“省会通”和“经延飞”航
线网络布局，力争2019年开通国际（地区）
航线，旅客吞吐量超过 60万人次，2020年
旅客吞吐量跨入百万级机场行列，全力打
造“国家著名红色旅游机场”和“陕甘宁区
域中心机场”，使延安南泥湾机场成为延
安对外开放的标杆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特色窗口。

延安南泥湾机场正式投运
本报汉中讯（肖永庆记者陈卫平）

近日，城固县巡特警大队迅速查处一起
涉枪案，违法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10月5日上午9时许，城固县公安
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接群众举报，在龙头
镇军张坝村有人持枪打鸟。接到举报
后，巡特警大队迅速组织民警乔装赶往
事发地，巡查中在龙头镇军张坝村一条
乡村路上发现一嫌疑车辆，民警遂将嫌
疑车辆截停进行盘查。

盘查中，民警现场查获“秃鹰”气枪
一支，铅弹10发以及用气枪打到的鸽
子一只。经现场询问，违法嫌疑人周某
对违法携带枪支的事实供认不讳，随后
民警将三人带至县局审查。目前，违法
嫌疑人周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城固巡特警大队
查处一起涉枪案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来自陕西
省统计局消息，前三季度，由于我省房
地产新开发项目增多，拉动房地产投资
增长持续回升，施工速度加快，尤其新
开工面积增长明显，房地产开发规模持
续扩大，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速度平稳
放缓，个别地市销售市场趋冷，购房者
回归理性；在现房销售增长和竣工速度
减缓的作用下，待售面积总量下降、增
速持续回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以自筹为主，总体趋于宽松。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
资 2589.95亿元，增长 17.9%，增速提
高。前三季度，我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819.46万平方米，增长9.7%。

前三季度我省
房地产开发总体平稳

全省村干部

学历教育提升工作将开展

陕西将实现“互联网＋智慧”养老

两年建3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本报讯（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56岁
的西安的哥冀全林经历了职业生涯第一次

“天上掉馅饼”的事：车费本该收8.7元，女乘
客微信误点了875元，多付了百倍。昨日，女
乘客给本报打来电话，给的哥点赞。

事发11月6日早上6点多，女乘客从西
安自强东路向荣小区乘车，去小北门里顺城
巷，的哥冀全林载上了她。两个地方离得不

远，到目的地车费显示8.7元，女乘客用微信
支付后，随后下车离开。“当时手机信号不太
好，过了几分钟后，我的手机收到了车费，显
示875元。”冀全林说，这点路，这么多钱，女
乘客肯定也不知情，可能是在用手机付钱
时，一疏忽，点错了。

冀全林沿顺城巷开车一路去追，找到了
女乘客。说明来意后，将钱原封不动的退

还。女乘客也很不好意思，再次使用微信支
付了车费，对的哥表示感谢。

随着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微信支付
已成为打车常见付费方式。因为需要手
动输入付费金额，乘客付错车费的现象
时有发生。冀全林提醒各位乘客，不管
是打车还是购物，手机付款时，还是得留
个心。

8.7元车费付了875元的哥退还

本报渭南讯（王梦凡记者杨晶）11
月 8日，早上的天气已经开始渐渐寒
冷。在大荔县赵渡镇初级中学，一场如
约而至的“暖冬”活动正在急速温暖着
这里的200多个孩子们。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荔县委宣传
部牵手“陕西九三梦丫助学公益服务中
心”，与爱心企业为辖区内学校的贫困
孩子们送上暖冬祝福，激励孩子好好学
习,同时捐赠了200双，价值4万元的运
动鞋，还有其他学习用品。

活动当天，赵渡镇初级中学的200
名学生整齐列队，个个脸蛋泛红，嘴里
不时地吐着寒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按捺不住的笑容。孩子们依次上前接
过崭新的运动鞋，有的还会调皮的互
相羡慕一番，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心
满意足的笑容也让立冬后的这个早晨
有了与天气截然不同特别的温暖。

一双新鞋子
让孩子们过“暖冬”

11月 8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
闻发布会，省民政厅副厅长戈养年介绍我
省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情况。我省不断
加大农村养老投入，推进养老设施建设，
2018年支持新建1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2019年将再建200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确
保到 2020年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率达到
80%，依托农村互助幸福院，积极开展空
巢、留守、失能老年人关爱服务，增强老年
人幸福感。

截至2017年底，我省共有60岁以上老
年人口64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81%；65
岁以上人口414万人，全省有农村老年人约
280余万人，按照老龄人口以每年3%左右的
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
将达到690万人，呈现出老年人口数量多、老
龄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的特点。

为了应对老龄化加快问题，近年来，我
省不断加大农村养老投入，推进养老设施建
设，截至2017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互助幸
福院8124个、建设床位8.3万张，覆盖全省
48.65%的行政村。2018年，省级福利彩票公
益金下达8000万元，又支持新建1000个农
村互助幸福院。

下一步，省民政厅将进一步完善农村低

保制度，健全低保认定方法，将符合条件的
贫困老年人纳入低保范围。加大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和临时救助工作力度，努力实现到
2020年所有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
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应救
尽救”。2019年，省民政厅计划下达省级福彩
公益金1.6亿元，支持新建农村互助幸福
院2000个，同时要求市、县结合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建设，加大本级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的
投入，积极整合村委会撤并后的闲置用房
等资源，改建扩建幸福院，确保到2020年
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率达到 80%，实现

“十三五”确定的目标。
目前我省的榆林、安康、商洛、杨凌、

西咸新区已经建立了信息台账。今年年
底前建立全省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
针对农村老年人服务需求，积极在生活照
料、医疗卫生服务、康复护理服务、心理咨
询和精神慰藉服务、安全防护和紧急救援
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六项服务方面创新
服务方式。

戈养年说：“我们将指导各地推进与
陕西移动公司的合作，推动居家社区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形式，依托农村互助幸福院，积极融合
为老服务组织、社区卫生机构等，采取互联
网+智慧养老、智能化呼叫、APP等多样化信
息化手段，为独居、贫困、残疾等老年人提供
丰富多彩的关爱服务。”

本报记者王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