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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灵灵的油麦菜3元5角
了，小青菜3元了，青椒2元了
……来看看吧。”菜场上不时有
菜贩吆喝着，菜花每斤4元—4.5
元、大葱每斤2元—2.5元、西红
柿每斤4元—5元、黄瓜每斤6.5
元—7 元、韭菜每斤 3 元—3.5
元、西葫芦每斤2.5元—3元。除
了这些每斤2元以上的蔬菜，还
有每斤1元左右的蔬菜，大白菜

每斤1.3元，胡萝卜每斤1.5元、
莲花白每斤1.5—1.8元……“这
菜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在一个
摊位前买菠菜的女士问。卖菜
的王女士答话说：“看怎么比呢，
今天的菜比除夕那天是便宜了，
却比平时贵了5角钱到1元，但
比去年春节便宜。”

记者随后来到雁塔路一大
型超市三楼蔬菜区看到，冬笋

每斤1.49元、大蒜每斤3.98元、
西红柿每斤 4.98元、豆角每斤
5.98元、香葱每斤6.98元、西芹
每斤4.98元、韭菜每斤5.98元、
菜心每斤7.58元、茼蒿每斤9.8
元、茴香每斤8.98元、油麦菜每
斤 6.58元、散叶生菜每斤 6.98
元、菠菜每斤4.98元、小青菜每
斤5.98元、小白菜每斤5.98元，
价格总体比农贸市场要高。

该处工作人员说，今年春
节菜价整体呈现绿“肥”红“瘦”
的态势，就是说绿叶类蔬菜价
格相对较高，但与去年春节相
比，整体要便宜 1元—2元，主
要是西安市相关部门春节前投
放了一批储备菜，加上春节期
间天气较好，运输成本没有过
多增加，菜价整体比较平稳。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菜价呈现绿“肥”红“瘦”

超市里的叶类蔬菜价格较高

昨日 9点，建国门外已有
不少市民提着购买的新鲜蔬菜
满载而归。

来到建国门内农贸市场
里，这里已人头攒动，台面上摆
着菠菜、油麦菜、上海青等绿油
油的蔬菜，看着让人心生欢
喜。“孩子们嚷嚷着这几天吃肉
吃腻了，赶紧来买点素菜。”买
菜的大妈一边挑着青菜一边说
道。卖菜的张师傅说，“初七是
市场节后开门的第一天，早上8
点多已经有不少人来买菜了，
这一阵子顾客多，我连早饭还

没顾上吃。”
记者看到，市场内只有个

别摊位还用塑料布盖着，大部
分摊位都已进入销售状态。

“往年在别的市场卖菜都
是正月十五过后才开张，城里
人买菜不方便，我在家整天打
麻将睡觉还闲得慌。”卖菜的周
师傅说，他家在渭南，市场统一
的开门时间是初七，初六他和
爱人就来西安了，提前准备准
时出摊卖菜，不仅给城里人买
菜提供了方便，自己早早出摊
也是把握商机。

市场开张菜贩生意忙

春节期间，市民家里顿顿少不了大鱼大肉，一周假期中这美味佳肴也食之无味了，这个时候特别想吃
点素食。记者昨日走访农贸市场发现，大部分菜贩已出摊，市民不愁买不到新鲜蔬菜，而且节后菜价比去
年同期便宜，菠菜、芹菜、大葱等叶茎类蔬菜价格较节前有所上涨，且比土豆、白萝卜、胡萝卜等根类蔬菜
“身价”要高。

春节期间菜价绿“肥”红“瘦”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
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近日公
布的我省今年春季中小学校收
费项目及标准明确，对违反教育
收费政策，未按规定进行教育收
费公示，不坚持自愿及非营利原
则向学生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
费等行为，将严肃查处并公开
曝光。

本次公布的今年春季中小
学收费标准中明确，基础教育
公办学校，初中毕业升学考试
报名考务费为每人次 40元，小
学和初中学校、农村学校伙食

费按各设区市物价部门会同教
育行政部门核定标准执行，向
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
城市学校住宿费和伙食费，按
各设区市物价部门会同教育行
政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坚持
自愿，不得强行服务并收费。
从 2017年春季学期起，对城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
科书。

公办学校普通高中学费免
收（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对公
办普通高中学生按每生每学期
省级标准化高中800元，城市普
通高中 350 元，农村普通高中

200元的标准免收学费）。住宿
费按物价、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
收费标准执行。高中课本费按
政府定价收取。学生健康体检
费高一新生 25元/生学年，其他
年级学生20元/生学年。伙食费
按物价、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收
费标准执行，坚持自愿，不得强
行服务并收费。

对于基础教育民办教育收
费，学费及住宿费实行属地管
理。其中，非营利性的民办中小
学校收费，由各地政府按照市场
化方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
定，具体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标

准收取。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

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由各民办
学校自主确定（从 2016年秋季
学期起，在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
学生按照公办同类学校收费标
准减免学费，高出标准部分由学
生家庭负担。从2017年春季学
期起，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

此次，还同时公布公办职
业高中的收费标准，相关具体
标准可登录陕西省教育厅网
站、陕西省物价局网站及三秦
网查询。

今春全省中小学收费项目标准公布

看看你娃开学该怎么缴费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
日，记者从陕西省物价局获悉，
据 2月 10日对全省 10个设区
市、韩城市和杨凌示范区农贸
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
重点监测的23种蔬菜价格与2
月4日、2月6日、2月7日相比
小幅上涨，与1月30日相比上
涨了10.76%。

监测数据显示，2月 10日
除小白菜和白萝卜价格小幅
下降外，其余蔬菜价格均上
涨，且涨幅明显。涨幅在
20%-30%的蔬菜有 4种，分别
是甘蓝、菠菜、芹菜、青椒，其
中，甘蓝、芹菜价格比节前上
涨了三成多。与2月4日、6日
相比，我省 21 种主要副食品

价格稳定。与 2 月 7 日相比，
21 种主要副食品 8 涨 6 降 7
平。与1月30日相比，21种主
要副食品 8 涨 7 降 6 平，价格
总体平稳。与去年同期相比，
21种主要副食品9涨12降，其
中，面粉、食用油、食品类稳中
有降，生猪、猪肉价格降幅较
为明显。

我省菜价普遍上涨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者
从西安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获悉，西
安市百花家园等14个公共租赁住房小
区共计1574套房源将进行分配。

西安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西安市百花家园、丰
和坊配建的562套公租房已达到分配
入住条件；同时丰硕佳园一期、蔚蓝小
城、金泰新理城、宏远新城、曹家堡、东
泘沱、米家崖、渭水欣居、锦业新居、西
凹里、雁鸣家园和曲江乐居公共租赁住
房小区，目前还有部分剩余房源共计
1012套。该中心计划将于近期对上述
小区共计1574套房源进行分配。

据悉，此次分配对象为截止到
2017年10月31日，经过两级审批、两
次公示、六部门联审，取得公共租赁住
房实物配租资格（不限租金标准）且目
前仍然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轮候家庭。

西安14个公租房小区
1574套房源将分配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省教育厅近
日公布今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
要点，针对职业教育选拔考试中职业技
能测试的内容单一、方式简易，“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实质变异为以文化素质
为主等问题，今年将优化考试招生制
度，启动职业技能考试相关改革。

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将优化改革
职业教育选拔考试内容及方式，以考试
引导学校强化技术技能教学、促进职业
教育不同学段衔接。高等职业教育分
类考试，试行职业适应性（技能）计算机
测试联考，成绩在示范高职院校相关专
业间通用。职业教育单招本科，提高职
业技能考试分值，实行职业技能考试专
业联考，在部分专业探索机测。

针对职业学校学生上升通道通而
不畅，存在制度障碍的问题，我省今年
强化中高职衔接，调整五年制高职结
构，制定时间表，稳妥停止本科、高职院
校举办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大力发展

“3+2”，制定办法，分层次推动“3+2”成
为中高职衔接基本制度。

同时，通过加大技能考试比重，提
高“三校生”（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毕业生）通过职业教育分类考
试升入高职的比例。将五年制学生纳
入专升本考试范围。适时改革专升本
考试形式，适当提高专升本比例。

“三校生”升高职比例
有望提高

本报讯（记者陶颖）昨晚，一位老
年游客在大唐不夜城不慎摔倒，神志
不清，在此执勤的公安雁塔分局便衣
大队民警闻讯，立即上前展开救助，
并协助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
施救。

昨晚9时许，公安雁塔分局便衣大
队大唐不夜城执勤民警接到游客求助：
自家年逾古稀患有脑梗高血压的老人
游览途中不慎跌倒，当场神志不清，几
近昏迷，极大的车流量导致120急救车
辆无法及时抵达现场施救。

夜里温度急剧下降，躺在路边的老
人不停地呻吟，家属心急如焚，四处求
助无果，便衣大队带队领导周蒲辉了解
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民警闫猛带领两
名队员将老人扶上警车。安抚家属的
同时，快速安全将其送到西安市第九医
院急诊科接受救治。在医生的专业护
理下，老人逐渐恢复意识，体征平稳，民
警带着家属真挚的谢意重新回到执勤
岗位。

老人游览途中摔倒
执勤民警热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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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主确定（从 2016年秋季
学期起，在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
学生按照公办同类学校收费标
准减免学费，高出标准部分由学
生家庭负担。从2017年春季学
期起，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

此次，还同时公布公办职
业高中的收费标准，相关具体
标准可登录陕西省教育厅网
站、陕西省物价局网站及三秦
网查询。

今春全省中小学收费项目标准公布

看看你娃开学该怎么缴费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
日，记者从陕西省物价局获悉，
据 2月 10日对全省 10个设区
市、韩城市和杨凌示范区农贸
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
重点监测的23种蔬菜价格与2
月4日、2月6日、2月7日相比
小幅上涨，与1月30日相比上
涨了10.76%。

监测数据显示，2月 10日
除小白菜和白萝卜价格小幅
下降外，其余蔬菜价格均上
涨，且涨幅明显。涨幅在
20%-30%的蔬菜有 4种，分别
是甘蓝、菠菜、芹菜、青椒，其
中，甘蓝、芹菜价格比节前上
涨了三成多。与2月4日、6日
相比，我省 21 种主要副食品

价格稳定。与 2 月 7 日相比，
21 种主要副食品 8 涨 6 降 7
平。与1月30日相比，21种主
要副食品 8 涨 7 降 6 平，价格
总体平稳。与去年同期相比，
21种主要副食品9涨12降，其
中，面粉、食用油、食品类稳中
有降，生猪、猪肉价格降幅较
为明显。

我省菜价普遍上涨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者
从西安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获悉，西
安市百花家园等14个公共租赁住房小
区共计1574套房源将进行分配。

西安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西安市百花家园、丰
和坊配建的562套公租房已达到分配
入住条件；同时丰硕佳园一期、蔚蓝小
城、金泰新理城、宏远新城、曹家堡、东
泘沱、米家崖、渭水欣居、锦业新居、西
凹里、雁鸣家园和曲江乐居公共租赁住
房小区，目前还有部分剩余房源共计
1012套。该中心计划将于近期对上述
小区共计1574套房源进行分配。

据悉，此次分配对象为截止到
2017年10月31日，经过两级审批、两
次公示、六部门联审，取得公共租赁住
房实物配租资格（不限租金标准）且目
前仍然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轮候家庭。

西安14个公租房小区
1574套房源将分配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省教育厅近
日公布今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
要点，针对职业教育选拔考试中职业技
能测试的内容单一、方式简易，“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实质变异为以文化素质
为主等问题，今年将优化考试招生制
度，启动职业技能考试相关改革。

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将优化改革
职业教育选拔考试内容及方式，以考试
引导学校强化技术技能教学、促进职业
教育不同学段衔接。高等职业教育分
类考试，试行职业适应性（技能）计算机
测试联考，成绩在示范高职院校相关专
业间通用。职业教育单招本科，提高职
业技能考试分值，实行职业技能考试专
业联考，在部分专业探索机测。

针对职业学校学生上升通道通而
不畅，存在制度障碍的问题，我省今年
强化中高职衔接，调整五年制高职结
构，制定时间表，稳妥停止本科、高职院
校举办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大力发展

“3+2”，制定办法，分层次推动“3+2”成
为中高职衔接基本制度。

同时，通过加大技能考试比重，提
高“三校生”（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毕业生）通过职业教育分类考
试升入高职的比例。将五年制学生纳
入专升本考试范围。适时改革专升本
考试形式，适当提高专升本比例。

“三校生”升高职比例
有望提高

本报讯（记者陶颖）昨晚，一位老
年游客在大唐不夜城不慎摔倒，神志
不清，在此执勤的公安雁塔分局便衣
大队民警闻讯，立即上前展开救助，
并协助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
施救。

昨晚9时许，公安雁塔分局便衣大
队大唐不夜城执勤民警接到游客求助：
自家年逾古稀患有脑梗高血压的老人
游览途中不慎跌倒，当场神志不清，几
近昏迷，极大的车流量导致120急救车
辆无法及时抵达现场施救。

夜里温度急剧下降，躺在路边的老
人不停地呻吟，家属心急如焚，四处求
助无果，便衣大队带队领导周蒲辉了解
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民警闫猛带领两
名队员将老人扶上警车。安抚家属的
同时，快速安全将其送到西安市第九医
院急诊科接受救治。在医生的专业护
理下，老人逐渐恢复意识，体征平稳，民
警带着家属真挚的谢意重新回到执勤
岗位。

老人游览途中摔倒
执勤民警热心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