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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休闲农业发展
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园

根据《意见》，将大力推进
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强化
A级景区复核和退出机制，积
极推动朱雀—太平国家森林
公园景区、大明宫景区、王顺
山国家森林公园、汤峪旅游度
假区等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依托丝绸之路风情体验、
丝路沿线精品旅游线路为纽
带，充分发挥丝绸之路沿线城
市旅游联盟的作用，完善丝路
探秘游等 8条线路产品，加快
西咸新区丝绸之路风情城、浐
灞华夏文化旅游综合体等项
目建设，打造丝路风情走廊。

将以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
系列实施意见为指引，全面融
入旅游发展“商、养、学、闲、情、
奇”新要素，大力实施“旅游+”
战略；以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
假和渭河湿地休闲观光为重
点，开发山水旅游产品，坚持走
观光旅游与休闲度假旅游并重

的路子，提升温泉、滑雪、采摘、
赏花、避暑、娱乐、夜游等旅游
特色产品的内涵和影响力；推
进休闲农业发展，大力开发田
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
乡村康养、民宿度假等乡村旅
游产品，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园、
休闲农庄、休闲乡村。

推出华清宫“双十二”事
变红色旅游演艺项目，提升蓝
田葛牌景区、临潼华清宫景
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功能；加快
推进临潼旅游度假区、秦文化
旅游特区、楼观旅游度假区、
浐灞旅游度假区等精品景区
建设，加强与知名企业的战略
合作，全力推进文化旅游系列
项目落地实施，突出抓好小雁
塔历史文化街区、秦岭国家植
物园和奥体、丝路会展会议

“三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

开通新能源观光巴士
启动景区直通车建设

将制订与西安全域旅游发

展相适应的地方标准，培育一
批旅游标准化试点示范企业，
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测评和以游
客评价为主的旅游目的地评价
机制；构建多元旅游住宿体
系，形成以高星级商务酒店集
群为引领，主题酒店、精品酒
店、旅居客栈、特色民宿等为支
撑的完整住宿体系。

鼓励引导旅游骨干企业
强强联合、跨地区重组、投资
合作及运营上市，吸引民营资
本投资旅游，引导中小型旅游
企业向特色化、专业化发展；
将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融
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同
步推进，加快推进景区交通无
缝对接，开通城市新能源观光
巴士，启动景区直通车建设运
营，推进旅游风景道、城市慢
行道、骑行道、健身登山道、交
通驿站等公共运动休闲设施
建设。

实现免费WIFI信号
视频监控全覆盖

大力推进智慧旅游城市、
景区、饭店、乡村建设，以全域
旅游化、全面景区化为抓手，和
知名应用平台深度合作，推进
智慧旅游建设，实现“一网知古
都、一机游西安”，积极推进“无
线西安”建设，重要涉旅场所实
现免费WIFI信号、视频监控全

覆盖。
加快实施“旅游厕所”新三

年革命，持续深化“厕所革命”，
鼓励支持宾馆、星级酒店的公
厕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探索
旅游监管长效模式，实施旅游
企业等级评定动态管理机制和
旅游从业人员、游客信用记录
制度。

持续打造
“西安年·最中国”品牌

围绕提升西安旅游影响
力，制订客源营销规划和工作
方案，持续打造“西安年·最中
国”等春、夏、秋、冬品牌；将全
域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城镇
化建设有机结合，加强重点旅
游区域、主要线路周边风貌集
中整治，在路边、水边、山边、
村边开展净化、绿化、美化、景
观化行动，推动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治理和节能减排，加大新
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使用力
度。

建立完善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形成机制，引导其他旅游
景区合理确定景区门票价格，
严格落实对特定人群实行价格
优惠政策，对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具有
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应体
现公益性。

本报记者张艳芳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3月14日，西
安市政府下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根据《通
知》，从2019年起，西安将实施“三年万名
青年就业见习行动计划”，用三年时间实
现1万名以上青年参加就业见习。

根据《通知》，将持续实施失业保险
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实施失业保险费
返还政策，对依法参保足额缴费一年以
上且不裁员或少裁员企业，可返还其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2019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对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经认定备案
后，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西安月人均失业
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的，其贷款最高限额可提高至
15万元；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额度，
符合条件的创业大学生可申请最高额度
为100万元的创业贷款，贷款期限一般
不超过2年。

完善健全支持青年就业见习的政策，
从2019年起，实施“三年万名青年就业见
习行动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1万名以上
青年参加就业见习；将见习人员范围由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岁至24岁
失业青年，见习期限放宽至3至12个月，
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记者
从3月15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西铁两级法院自跨行政区划集
中管辖西安、安康两市辖区内行
政案件改革试点以来，共受理各
类案件17341件，审结16402件，
是过去同期受理案件的7倍，案
件增幅连续三年名列全省中级
法院之首；其中行政案件和环境
资源案件16231件，占案件总数
的 93.6%，占全省行政案件的
54.54%。

西铁中院新闻发言人、党组

成员、副院长刘遐介绍，2018年
西铁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7666件，较 2016年同期相比增
加 3953件，同比上升 106.46%，
较 2017年同期相比增加 1704
件，同比上升 28.58%。行政案
件受理总数为 4818件，较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加 2725件，同比
上升130.20%，较2017年同期相
比 增 加 1445 件 ，同 比 上 升
42.84%。

会上还发布了《2018年度行
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报告》
显示，2018年，行政案件受理数

量持续上升。社会关注度较高
的涉民生领域案件继续保持较
大比重，并呈现相对集中的态
势。随着城建规模扩大，这类案
件还将会继续增加。

行政负责人出庭工作有改
观但总体偏低。2018年，安康
地区一审案件行政负责人出庭
65件，出庭率 31.10%，西安地
区一审案件行政负责人出庭
51 件 ，负 责 人 出 庭 率 仅 为
3.30%。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
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在审结
的 3519件一审行政案件中，实

体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772
件，败诉率为 21.94%，这一比
率比2017年高。

针对这些特点，西铁两级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针对行政
机关存在出庭应诉工作不规
范，行政执法程序意识不强、证
据意识不足，对行政行为缺乏
合理性考量等突出问题，进行
充分调研论证，采取座谈会、致
函和发出司法建议书等形式，
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改进行政执
法、行政复议以及规范应诉工
作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文锦张利平)
3月15日，西安市住建局在长安
区召开全市“建设工地扬尘防
治暨扫黑除恶、工程质量安全
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冬防期
结束后住建领域三大重点攻坚
行动，观摩示范工地，营造“铁
腕治霾·保卫蓝天”“扫黑除恶·
社会安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
氛围，确保西安建筑业健康、有
序发展。

西安市住建局局长苗宝明
在会上指出，目前，全市在建工

地2106个，在建项目多、项目类
型多、项目分布广是西安市建设
工地的主要特点。因此，今年扬
尘污染防治将重点在治理效能
上下足功夫。

2019年，西安住建领域扫黑
除恶将聚焦重点任务，把工作责
任落实到人，深入开展问题线索
排查，建立健全源头预防机制，
严格履行报告责任。对发生在
建设工地的强揽工程、破坏生
产、抢占工地、强行收取“地盘
费”“管理费”“保护费”、强迫交

易、寻衅滋事等黑恶势力坚决举
报，切实扫除工地黑恶势力隐
患，确保正常施工不受干扰，施
工人员不受伤害。

工程质量安全和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但房屋质量离人民群
众的期盼还有差距。为此，今年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将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

深化三年质量安全提升稳
步推进。进一步强化参建各方
主体责任，强化建设单位首要责
任。落实总承包企业负总责，确

保在建项目实名制管理全覆盖，
努力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损”
的良好氛围。

找 准 关 键 问 题 精 准 出
击。“危大”工程专项治理工作
是 2018年住建部提出的“防大
隐患、防大事故”的重要举措，
也是建筑行业 2019年的纲领
性工作，今年将针对重点工
程、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

“拉网式”排查，切实解决安全
隐患“久打不衰、久查不治”的
问题。

西安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重要涉旅场所将实现免费WIFI信号、视频监控全覆盖

西安部署住建领域三大重点攻坚行动

《2018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发布

行政负责人出庭率总体偏低

3月13日，西安国际港务区在陕西
率先启用人脸识别“微警远程认证”应
用，对线下申请办理企业设立登记的股
东、经办人等相关自然人实行人脸识别

“微警”远程实名验证。
此次“微警远程认证”兼顾实名验证

和注册便利两个方面，通过远程用手机刷
脸即可验证身份，解决了工商登记身份被
冒用的问题，后期此种应用也可用于线
上、线下政务服务等众多要求实名制的应
用场景，全程可“不见面”完成认证。

经办人通过“西安港政务服务”微信
公众号点击“微政务 — 远程认证”发起
认证，填写待认证公司名称和本人相关
信息，并完成本人身份认证。股东下载

“微警认证”APP，注册并完善相关信息，
完成人脸识别身份认证。股东收到请求
认证消息推送，点击完成认证。经办人
收到认证完成消息，远程认证完成。

本报记者周婷婷

远程刷脸即可办事
陕西首个人脸识别“微警远程认证”
在国际港务区启用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3月15日，新
城区韩森寨街道办召开星级院落授牌暨
表彰大会，对“五星级院落”“四星级院
落”进行授牌，为“五星级”院长、“四星
级”院长、优秀院长、“准物业管理试点先
进社区”、业委会等进行颁奖。记者了解
到，今年，该街道将制订业委会三年攻坚
计划，每个社区每年将帮2到3个小区成
立业委会。

今年，该街道将持续推进物院办创
新，总结业委会、准物业管理成功经验，
按照先难后易的思路，逐步解决老旧小
区突出问题，在2019年底前评选表彰10
到15个“五星级”“四星级”院落；将全面
开展摸底，制订业委会三年攻坚计划，每
个社区每年帮2到3个小区成立业委会，
建立完善由街道、社区、业委会、物业和
业主等组成的“多元式”协商议事机制。
还计划在东城桃园小区，利用业主废旧
的一些家具进行改造，制作围栏，并逐步
在有条件的其他小区推开。

西安实施三年万名青年
就业见习行动计划

新城区韩森寨街道

每个社区帮小区
成立业委会

3月15日，西安市政府印发《西安市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20年，西安全域旅游
示范市成功创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旅游产品
结构更趋合理，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接待海内外游客3.2亿人次以上，旅游
总收入突破36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