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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
昨日获悉，西安市教育局3日召
开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校长
大会，就民办学校规范招生与民
办学校负责人，签订严守招生纪
律的承诺书。

西安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姜建春说，近半年来，西安市
教育系统对照电视问政暴露出
的问题，共同努力整改提升，一
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
同时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彻
底解决。特别是就教育部通报
中所指出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规范招生问题，全市教育系统必
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
度，驰而不息狠抓落实。

他表示，当前西安市教育系
统要持之以恒抓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全力抓整改，积极推动一
批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尽快
得到解决或缓解；凝心推改革。
稳妥推进公办学校教育人事制
度改革，创新推进建校模式改
革，深入推进“名校+”办学模式，
着力提升公办学校办学质量和
水平；全力保学位。全市各区
县、开发区要把新建快建学校作

为头等大事，确保 2019年基础
教育学位供给，切实满足群众入
学需求；着力促均衡。要持续释
放“名校+”工作效能，积极推动优
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覆盖。到
2021 年，全市将至少组建“名
校+”教育联合体140个。同时，
重拳优生态，坚决落实“招生不打
招呼”承诺要求，严查严管在招
生、补课、收费方面的违规问题，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按照教育
部的要求，2019年全市民办学校
初中招生工作将继续坚持和优
化“电脑派位+面谈”的招生方

式，在具体招生政策公布之前，
任何学校不得违规招生。

姜建春说，希望全市中小学
校长，争做负责任的校长，办负
责任的学校，把学校真正办成立
德树人的高地、科学管理的示
范、师生成长的乐园。西安教育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民办学校
校长的管理。对在入学招生、校
园安全、师德师风、教育收费等
方面严重违纪违规并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将纳入全市教育系
统诚信“黑名单”，不得在西安教
育系统担任校长。

西安局地飘雪花

6日一早，寒风凛冽，“冷冷
冷”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看
来，围巾、手套、帽子、羽绒服和
雪地靴……全套御寒装备是时
候上阵了。中午时分，西安市锦
业一路附近纷纷扬扬下起了雪，
车顶白了，植物上也落了雪，市
民赵先生不顾寒冷，拿手机拍下
这美妙的画面。此外，长安区也
飘起了雪花。

朋友圈内，东郊、北郊的市
民都在期盼，希望雪能“雨露均
沾”。“坐等一天，为啥北郊没有
下雪？羡慕嫉妒恨！”市民王女
士表示很遗憾。

对此，省气象台专家潘留杰
说，昨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局
地出现分散性降雨降雪天气，由
于水汽条件不是很充足，所以降
雪范围较小，比较分散。

西安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昨
日，西安最低温降至-1.5℃，最高
温3.8℃，体感寒冷。6日16时，
陕西省气象台发布低温降雪消
息：受强冷空气影响，7-9日，我
省低温天气持续，期间关中大部、
陕南有降雪。预计最冷时段出现
在8日凌晨，最低气温分布：陕北

北 部 -18℃ ～-16℃ ，陕 北 南
部-12℃～-10℃，关中-8℃～
-6℃，陕南-6℃～-4℃。降雪主
要出现在7-8日，7日关中大部分
地方有小雪，陕南有小到中雪，陕
南南部有大雪。8日关中大部、陕
南有小雪。另外，10日还有一次
冷空气南下，受其影响，陕北日平
均气温下降4℃～6℃，并伴有5级
左右的偏北风，陕南有小雪天气。

西安市气象台也发布重要
天气报告，受冷空气持续影响，
7-11日西安市维持低温天气，预
计最冷时段出现在 8日凌晨和
11 日凌晨，最低气温 -6℃～
-8℃。降雪主要出现在 7日白
天，西安市大部分地方有小雪，
南部山区局地有中雪。

本次低温、降雪天气
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
达到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关
中、陕南易出现道路结冰。降温
天气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感
冒等，公众要及时添衣保暖。

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专门下发关于做好 7—9 日
低温及降雪天气防御工作的通
知，本次低温、降雪天气强度大，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将对道路
交通、设施农业、电力、供热、供
水、通信、农产品供应和群众生
活产生不利影响。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今天，我们迎来大雪节气，

进入大雪节气后，冷空气活跃，
天气越来越冷。气象资料显示，
大雪时节，东北、西北地区平均
气温零下10℃以下，黄河流域和
华北地区气温稳定在0℃以下。

文/图首席记者姬娜

如果说西安市区5日的雨夹雪太吝啬，6日的雪花则眷顾了城
区西南部局地。今天是大雪节气，值得期待。省气象台发布低温
降雪消息，7-9日，我省低温天气持续，关中大部、陕南有降雪，最
冷时段出现在8日凌晨，陕北最低-18℃，西安最低-8℃。我省大
部将现今冬以来最低值。

昨日，受大雾降雪天气影
响部分高速路一度封闭。

记者昨日从陕西高速公
路收费中心获悉，青银高速靖
王段靖边西至王圈梁之间所
有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
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6日，包茂高速延靖段天
赐湾至靖边南之间所有收费
站入口暂时封闭。截至6日8:
00,受降雪影响，青银高速靖王
段靖边西至王圈梁之间所有

收费站入口、吴定高速新安边、
杨井、定边南收费站入口、包茂
高速延靖段靖边东、乔沟湾收
费站入口暂时封闭。

青银高速吴靖段双城、杨
桥畔收费站入口、西咸北环线
高速新市、高陵西收费站入口
临时交通管制。13:27，青银高
速靖王段靖边西至王圈梁之
间所有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
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
通行。 首席记者姬娜

锦业一路附近昨日下起了雪

受雪雾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一度封闭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 记者
陶颖）记者昨日获悉，12月8日西安市
相关部门将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A馆
举办西安市首届万名技能人才专场招
聘会，西安市公交技校将在本次大会上
不限量招聘公交专业学生。

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旨在聚焦人
才强市战略，进一步落实西安人才新
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技能人才高质量和充分就业，
为有技能人才需求的西安市大中型企
业提供人力资源配置服务。专门为技
能人才举办招聘会，在西安市尚属首
次，在全国也很少有。

据悉，西安市公交技校自1996年
创办以来，累计为企业培养了6807名
驾驶员，1636名修理工，一大批技校学
生走上基层管理岗位，到今年年底，西
安市纯电动公交车将达到3650辆，年
内培训驾驶员1000余人、外培驾驶员
近千人，为给公交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他们将在本次专业技术人才招聘会上
不限量招收学生。

首届万名技能人才
专场招聘会周六举行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 记者
陶颖）12月6日下午，西安市碑林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王宏联带领区营商环
境办公室、工商碑林分局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向全区今年以来新登记的第1万
家企业陕西合纵联盟孵化器有限公司
专门送去了工商营业执照，并承诺，随
后区上相关部门将随时与企业保持联
系沟通，及时了解企业实际困难和需
求，做好长期服务。并将运用“互联
网+”思维和手段，着力提高服务质量，
优化营商环境，尽最大努力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为辖区双创企业孵化成长
提供优质服务。

碑林区新登记企业
今年破万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昨日上午，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土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紧密型融合式医联体正
式启动，此举是莲湖区紧密型融合式医
联体工作的又一次推进，同时，居民在
家门口可享受更优质的医疗资源。

据了解，自2013年12月莲湖区卫
计局将所属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托
管给西电集团医院，到2015年4月托管
环城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至同年
6月西电集团医院莲湖区医联体成立，
莲湖区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了三级医
院全面托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区域
医疗联合体新模式。

此次确定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托管模式下开展紧密型融合式医联
体建设试点单位，由西安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负责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全面管理,包括业务建设、质量控制、人
员培训、双向转诊、资源共享及行政管
理等，医联体内实施轮岗管理、双向流
动，双方分别选派30%医务人员进行相
互流动，并确保工作三个月以上。

莲湖区启动紧密型
融合式医联体

西安召开民办义务教育校长会 签订规范招生承诺书

学校违规招生 校长“拉黑”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戍
边”“须臾”“告罄”“合算”这样
的字词，如今您能正确书写出
几个？12月6日，在西安市举行
的第五届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
大赛小学组比赛上，145名来自
全市各区县的小学生的表现可
谓神勇。指导教师表示，正确
书写规范汉字，减少提笔忘字，
必须从帮助孩子搞懂汉字字意
着手。

记者昨天在西安市 89 中

比赛现场了解到，比赛决赛设
汉字听写 、判断正误、汉字组
字 、古诗文联句四个环节。
在听写环节，参赛的小学生们
表现各异，部分孩子将舆论错
写成“庾论”，将广袤错写成

“广茂”，将呈报错写成“诚
报”，将须臾错写成“虚庾”，把
斡旋错写成“握旋”，把待价而
沽错写成“待价而孤”，把连篇
累牍错写成“联篇累读”等
等。也有的孩子从容自信，不

仅写出一笔漂亮的汉字，正确
率节节高升。

来自灞桥区东城三小的指
导教师何锦说，参加比赛的是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要想孩子
们正确书写汉字，首先应在日
常的语文教学中，让孩子们精
准了解字词的正确含义，通过
象形、会意等手段，让孩子了解
成字机理。遇到生僻的字，孩
子可通过平时的积累分析，一
般都是可以正确写出字词。同

时要培养学生读书和查字典的
良好习惯，采取在校园内开展
书写汉字社团活动，注重课堂
训练孩子的读写能力，就可以
得到不错的效果。

参加比赛的莲湖区机场小
学学生杨泺宁对记者说，通过参
加比赛，自己认识了以前根本不
认识的字词，这样促进自己去读
更多的书，开阔知识视野，最近
这段时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是
她最爱读的书。

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小学组开赛

师生教你克服“数码时代失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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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雪”有望雪花飘

明日陕北最低 -18℃西安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