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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由西咸新区党
工委宣传部、文明办、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教育卫体局
联合举办的“美德风尚·文明西
咸——西咸新区 2017-2018 年
度精神文明建设系列先进表彰
暨第四届西安市道德模范先进

事迹巡演”活动在秦汉新城举
行，共计215个模范集体和先进
个人分别荣获“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
作者”“好家风示范家庭”“十星
级文明示范户”“美德少年”“脱
贫攻坚先锋奖”“励志脱贫模范”

等七类奖项。
活动上，曾荣获多项全国、

省级模范表彰，40余年如一日为
群众免费放映红色电影的“新时
代雷锋”石志光；“第十届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2016年全国最美
家庭”“陕西省第一届文明家庭”
蔺树春家庭代表蔺琪；“西安市
十佳农村文明家庭”代表王利梅
等一批新区先进模范担任嘉宾
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西咸新区党工委宣传部部
长、文明办主任周清表示，受到
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就是新区精
神文明建设成就的缩影，他们品
德高尚、事迹感人，凝结着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感动着新区儿
女，展示了新区新风，体现了新
时期的时代风貌。西咸新区将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开
创新局面，为新区追赶超越提供

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
力量。

据介绍，自托管代管以来，
西咸新区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各类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道
德模范选树学习宣传，新区党工
委宣传部、文明办针对各类典型
个体和团队的选树、表彰和学习
宣传等工作分行专项安排部署，
建立完善的典型储备、协调联
动、评选表彰、动态管理、关爱激
励的培树机制，让干部群众学有
榜样、干有标杆，真真正正借助
榜样的力量，把精神的感召转化
成实际行动，使典型的聚集倍增
作用得到充分显现，形成“一个
典型一面旗，一批典型带全局”
的可喜局面。

文/图本报记者周婷婷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受到表彰

精神文明建设结硕果
西咸新区215个模范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

12月 26日，本报携手西安
新盛机动车检测站以“人人奉献
爱心温暖环卫工人”为主题的送
温暖爱心活动在西安汉城街道
办举行。西安市未央区副区长
程希文、西安新盛机动车检测站
董事长董新芳及环卫工人代表
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送温暖活动，为汉城街
道环卫工人赠送了手套、口罩、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活动现场，董新芳表示，环
卫工人始终为城市的洁净默默
奉献着。西安新盛机动车检测
站的工人们以他们为榜样，一年
四季为西安机动车的安全担任

着第一道关口，守护着每个驾驶
员和行人的生命安全。

据董新芳介绍，西安新盛
机动车检测站是未央区2011年
第十五届西洽会的签约项目,是
西安市、未央区两级重点民生
配套便民工程、科技服务型企
业，是省、市政府许可的检测功
能最全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是
陕西省质量管理中心AAA级信
誉单位。企业一贯坚持“服务
大众与善同行”的企业宗旨，积
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向社会
奉献自己的爱心。从2010年起
至今，先后捐款捐物价值超过
70多万元，为地方纳税600多万

元。同时，企业招收安排下岗
职工、应届大学生、家庭贫困人

员等70多人。
本报记者刘鸿斌 张华

寒冬里的暖心事
本报携手检测站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未央区副区长程希文为环卫工人发放慰问品

即日起至2019年1月6日，
国美 32周年庆，严选好货真低
价，大牌商品五折起优惠低价来
袭。线下国美门店以及国美在
线网上商城同步开启优惠，精彩
丰富的家电满千返百、套购满
减、购物抽奖、线上线下轻松购
物，服务贴心便捷。

活动期间，除了为消费者
精心准备了特惠商品外，更有
倾情打造的超级夜市活动，12

月29日13时起，国美太白南路
超级体验店、电视塔超级体验
店、金花路超级新活馆、西二环
超级新活馆、北二环超级体验
店、北大街东方超级体验店、南
二环生活馆、未央生活馆8家门
店将为消费者提供集购物体
验、家装设计、休闲娱乐、餐饮
美食于一体的夜市狂欢！这里
有精美的美食、有刺激的娱乐
活动、有惊爆的低价产品、有夜

晚依旧灯火通明的国美门店和
络绎不绝的抢购人潮，在这里
全面满足消费者对夜市的一切
向往。

本次国美活动及 12 月 29
日的跨年夜市，国美将严选符
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
优质、低价商品。活动期间，
引爆国美线上线下一起欢购：
预存 20 元抵 1000 元（积分或
直降），还加送2张抽奖券；套购

不同品类 2件以上（含）满额送
500-1000 元现金积分，可用于
购买店内任意商品；购物凭当
日小票可抽智能指纹锁/平衡
车/晾衣机等好礼，购一件商品
填一张抽奖券，上不封顶；平板/
笔记本/相机/手机/智能穿戴等以
旧换新活动火热进行中，更有国
美智能/数码/电脑零手续费、零
利息轻松分期等你购。P①

江波

国美32周年开启优惠购物狂欢

12月25日，西安国际港务区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会上提出，
咬定扫黑除恶三年目标不放松，突出重
点、强化措施、统筹部署、压茬推进，不间断
持续发力，确保取得新的战果。明年1月，
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扫黑除恶专项
督导检查工作，自查自纠，补齐短板，结果
计入各街办、各部门年终考核指标。

会上提出，要深挖线索，打好主动
仗。对存在涉黑涉恶问题或10类黑恶势
力犯罪情形的，要主动移交公安机关，重
拳予以打击。同时加大举报奖励力度，
鼓励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线索。同时，要落实包抓机制，按照

“属地属事”原则，各街办和成员单位要
组织人员逐村组、逐社区、逐领域、逐行
业开展拉网式摸排梳理，变“等线索”为
主动出击“找线索”。

为保证扫黑除恶工作取得实效，西
安国际港务区还理顺机制，加大考核，调
整优化领导小组构成，明确扫黑除恶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成员单位的职责。

本报记者周婷婷

12月25日，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
会召开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应用技术研讨
会。会议就建筑垃圾再生材料现状及发
展前景进行了充分研讨，为我省开展建
筑垃圾再生材料在道路修筑、房屋建筑
等方面的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会上，沣西新城开发建设集团公司董
事长杨建柱表示，将加强对再生材料的性
能、特征进行研究、学习，逐步掌握新材料
的铺筑、压实技术，大力推广使用再生材
料，为环保事业发展贡献沣西力量。

据统计，西安市每年产生建筑垃圾
约2000万吨，绝大部分采用填埋方式处
理。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而且易
产生安全隐患，存在环境污染风险、影响
市容环境卫生。因此，建筑垃圾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发展形势急迫。在
沣西新城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陕西汉
秦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沣
西，每年可处理建筑垃圾150万吨，日均
生产环保砖 20余万块。生产的再生骨
料、再生混凝土、再生砌块（环保砖）等产
品已在公司厂区办公楼、停车场、场内道
路等工程中得到应用。 本报记者杨勇

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秦汉鲜花
港践行“田园城市”生态发展理念，抢抓
大西安植树、增绿、添彩发展机遇，将打
造西北领先花卉苗木贸易集群。

作为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重点项目，
秦汉鲜花港是由陕西瑞禾源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一个西北区域最
大的国际化综合性现代农业产业园。该
项目位于渭水北畔，总占地2132亩，项目
整体规划设计建设16万平方米智能连栋
温室生产区，6万平方米的花卉展示交易
市场，700亩地的露天花卉种植基地，300
亩的花卉观光、休闲，温泉疗养花卉主题
小镇，总投资3.75亿元。

据了解，目前秦汉鲜花港4万平智能
花卉温室大棚已建成，整个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供花卉种苗1500万株，年产盆栽
花卉 700万盆，年产露地栽培优质花卉
15000万株，观光旅游区预计年接待各类
游客 15 万人，将带动周边农民 860 户
1720人从事花卉种植，种苗繁育区、标准
化种植区、加工物流区等区域，可解决
360余名失地农民就近就业问题。

本报记者余明

2019年将至，记者日前走访
发现，老黄历快要成“老黄历”
了，普通挂历、台历受冷落。相
比而言，猪元素的日历、“会说话
的台历”、高科技挂历走俏。

记者昨日在西安市长乐中
路的一家卖场看到，台历、挂历
价格从2元到100多元不等，价
格便宜的日历格外受冷落。卖
家杨女士说，这几年来，日历销
量大幅下降，现在买老式日历的

人比较少，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看
日历，或者用电子日历。不过，
猪作为十二生肖中最后一个属
相，一直被人们寓意为金猪送
福，这几天来买猪元素日历的人
多一些。

另一位卖家表示，与普通日
历相比，定制日历受宠。有的单
位定制台历或挂历至少上千个，
上面印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等，这
种日历一般送给客户和员工。

前一两个月买家相对多一些，最
近快到年底了，都是零散顾客。

“明年是猪年，金猪送福，这个台
历的图案不错。”顾客刘女士说，
孩子特别喜欢小猪佩奇，刚买了
玩偶，看到印有小猪佩奇的台
历，也想要。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看
到，2019年日历销售量动辄上
千。某网店还销售有“会说话
的台历”，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并拍摄视频短片或照片后，系
统将生成一个电子档台历页
面，还可以把此页面分享到朋
友圈。还有高科技的 VR 日
历，需要顾客打开手机扫一
扫，就能看到最新的 VR 版日
历。此外，小猪佩奇日历价格
平均在 10 元到 15 元之间，大
部分是简单的台式日历，深受
小孩子们喜欢。

首席记者姬娜

高科技挂历走俏 小猪佩奇日历火

秦汉鲜花港
打造领先贸易集群

建筑垃圾再生应用研讨会
沣西新城召开

国际港务区
打好扫黑除恶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