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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由省农业农
村厅举办的首届“陕西省农
业品牌设计大赛”正式启
动。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
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包括陕
西现代农业和陕西苹果、陕
西猕猴桃、陕西羊乳、泾阳茯
茶、陕南食用菌、陕北小杂
粮、陕西休闲农业等在内

“1＋7”个特色产业区域公用
品牌宣传徽标（LOGO）和宣
传口号。大赛时间为 8月中
旬起至 10月底，参赛者可登
录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关
注赛事公告并下载报名表格

后发送作品。
此次大赛由陕西省农

业 农 村 厅 主 办 ，活 动 以
“唱响农业品牌，促进产
业兴旺”为主题。大赛进
程整体分筹备启动期、作
品征集评选期和大赛结果
发布期三个阶段。参赛要
求设计作品必须原创；表
现形式健康、朴实、有内
涵，充分体现陕西现代农
业及特色产业的特点；具
有 较 强 的 设 计 感 和 实 用
性 ；图 案 简 洁 通 俗 易 辨
识 ；口 号 朗 朗 上 口 易 传

播。大赛征集阶段投稿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主要赛程包括作品征
集、专家初审、网络评议、
结果公示、选手表彰、标
识注册等。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
戴建昌表示，本次大赛是加
快培育陕西优势区域公用品
牌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
陕西的农业品牌建设和品牌
营销，助力陕西农业特色产
业“3+X”工程实施，夯实乡村
振兴的产业基础。

本报记者王瑾

唱响农业品牌促进产业兴旺
省首届农业品牌设计大赛启动

8月 12日，“‘一带一路’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分拨中心
暨自贸大都汇国别馆起航”
活动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举
办。琳琅满目的跨境商品按
国别排列汇聚，形成一条购
物“风情丝路”。

据了解，“一带一路”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分拨中心是
空港新城落实省商务厅打造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分拨中心
部署的重要举措，项目共分
三期建设。当日开放的为项

目一期，建设面积 2600平方
米，精选了俄罗斯、英国、法
国、德国、西班牙等 9个国家
特色商品展示交易。俄罗斯
贝加尔湖高端饮用水、西班
牙橄榄油、法国化妆品等特
色产品琳琅满目，现场品鉴
区还为顾客提供咖啡、红酒、
啤酒及精致轻食，实现“在空
港，购全球”。

省商务厅副厅长唐宇刚
表示，该中心的正式开放是
空港新城实现陕西省跨境电

商保税备货首单以来又一重
大成果，为陕西跨境电商的
创新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
作用。

“项目二期将拓展跨境
电商 O2O展示交易服务，实
现资源业态的蝶变升级；三
期计划进行资源整合，提升
整个空港新城的跨境贸易水
平，辐射、带动周边发展。”据
空港集团董事长蒙彬斌透
露，下一步将依托“一带一
路”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分拨
中心、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
商公共仓实现“区内区外”联
动、“线上线下”结合，为陕西
乃至西北企业提供零售供应
链分拨服务，打造跨境电商
展示交易分拨集散基地。

空港新城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贺键表示，空港新
城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具备
良好条件和独特优势，将依
托强大的航空枢纽功能和政
策叠加优势，立足西部，面向
全国，辐射“一带一路”的跨
境电商国际合作示范区，实
现“空中丝绸之路”与“网上
丝绸之路”紧密联动。

本报记者马骁

近日，不少家有“少年派”的父母
致电本报，咨询孩子该上哪一类培训
辅导班，目的是想要让孩子提前预习
新初一的知识。其实，如今更多的家
长愿意让孩子拥有一段丰富的假期，

跳出补习班，可又担心开学跟不上，
“学霸”变“学渣”。那么，如何利用暑
假时间对新初一做好衔接工作，既能
学知识还能适当放松，对此，不少“过
来人”的家长为您支招。

新初一如何衔接
听“过来人”谈经验

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不要
指望父母会无时不刻地关心你、照顾
你、提醒你。在新的学校、新的班级，
可能要面临寄宿，所以要学会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生存技能，比如洗衣服、

叠被子、整理房间之类的活儿。这些
事老师不可能帮你搞定，同宿舍的舍
友也不会帮你完成，家长想要帮你也
可能会鞭长莫及，所以一切都要靠你
自己。 本报记者农思思

锻炼个人生活能力
初二年级王晓琳爸爸

首先应帮助孩子去分析一下，
看看自己想要发展的能力在哪里，
找到学习的发力点，鼓励孩子为了
达成自己的目标，去做相应的准
备。中学的知识很多家长一是不能
以正确的方式辅导，并且青春期的
孩子不愿意家长辅导。所以引导孩
子自主学习，订立目标，为此作出达

成计划很重要。
其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课

前好好预习是非常必要的。初中的
科目明显比小学增多了一些，难度系
数也不是小学所能比拟的，所以可以
利用暑假时间好好安排好作息时间，
做到每一个科目“雨露均沾”，完成从

“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华丽转身。

帮孩子确立目标
初二年级王欣雨妈妈

可以带着孩子出去走走，建议可
以去一下清华、北大这样的校园，看
看大学校园的样子，感受高等学府的
氛围。清华的学生志愿者假期都会
接待来游玩的家长和孩子，给他们讲
自己学习的感受和故事。或者可以
带孩子看看音乐剧、话剧，增加艺术

熏陶，提高审美鉴赏。青春期的孩子
对美会有突然上升的追求，介意别人
怎么看待自己，评价自己。适当让孩
子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但是没有
机会做的，比如带他去看一场喜欢的
明星演唱会，这个过程中孩子会感受
到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在游玩中学知识
初三年级刘强涛妈妈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恭喜你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是你们的大朋友——成成

老师。开学在即，期待与你们相遇
的那一刻；期待与你们共度的三
年；期待我们披荆斩棘取得硕果的
未来。

从此刻起，你就应该明确目
标，清楚自己三年后要面对的是
人 生 第 一 次 真 正 大 考 —— 中
考！但请你不要畏惧，这里有认
真负责的班主任，有学识渊博的
老师，有团结友善的同窗，有优
美清新的校园环境，有多姿多彩
的活动……只要你有梦想、有才
华、有毅力，这里就是助你振翅
高飞的平台。

为了在这里愉快度过三年的
学习、生活时光，顺利考入理想的
高中，在你们入学之前，成成老师
在这里给你们提出以下校纪校规，
望大家认真遵守：

亲其师信其道

听从老师安排，班干部积极
配合老师，肩负起责任，如违反规
定，应“三省吾身”，积极改正。

家校联合共筑梦

作为老师，我们将尽全力引导
孩子健康成长；作为家长，更应该

积极参与孩子珍贵的成长
过程。事实证明，和睦

的家庭，负责的父母，会让孩子未
来锦上添花。

言行讲文明

言谈举止有分寸，不打架、不
骂人、不抽烟、不喝酒，不乱丢垃
圾，还要会垃圾分类扔垃圾，为了
他人和自身安全，不在校园骑车
子，如有违反，按情节轻重处理。

穿着简单得体

至美是简洁，至真是朴素。请
按照学校规定，每天着全身校服到
校上课，不得在校服上涂抹画画等。

关于学习

要想成绩好又好，45分钟是
关键，按时就座等上课，遵守纪律
不分心，自习课上认真学，不讲闲
话不走动。上学期间不可玩游戏、
追剧追星等，携带手机的同学请每
天到校后把手机关机，放进班级手
机保管柜。

关于作业

每天到校第一件事交作业，
组长、科代表清点数目，第一节课
前把收作业情况反馈给科任老师
和班主任，注意过期不候！另外，
未带作业也算作业未完成，所以请
前天晚上对照作业记录本，把所有
作业一项项整理好。

你的成成老师
2019年8月14日

家校联合 助学生实现梦想
西安市第八十六中学给初一年级孩子们的一封信

跨境商品汇聚空港新城
为实现“在空港，购全球”迈出坚实一步

外国游客品尝特色美食

写给新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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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维）8 月
13日，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陕
西调查总队的消息显示：上
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陕西着力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居民收入增
速加快，与全国水平差距缩
小。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畜
禽产品产销两旺。消费价
格温和上涨，企业生产呈恢
复扩展性态势。下半年收
入增长压力增大，食品价格
上涨过快，市场需求转弱值
得关注。

居民消费向“品质型”跨

越。上半年，我省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 8598元，同比
增长 9.1%，较一季度增长 0.8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长
0.7个百分点；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 3772 元，同比增长
14.4%，服务性消费占生活消
费支出的比重43.9%，较上年
同期增加 2.1个百分点。说
明居民消费正在加速从“温
饱型”向“品质型”跨越。

消费价格保持平稳上涨
态势。上半年，全省居民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 同 比 上 涨
2.4%，比上年同期增长 0.4个
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居民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升一
降”。其中，食品烟酒、教育

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 3.3%、3.1%和 3%；其它
用品和医疗保健、衣着、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均上涨；交
通和通信价格下降。食品烟
酒、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三
大类价格是推升 CPI的主要
因素。

食品价格对 CPI上涨的
推动特征明显。上半年，陕
西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1%，
涨幅较上年同期扩大 2.6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食品价
格呈现先抑后扬、上涨面宽
的特点，且涨幅逐月攀高，3
月份以来，食品价格对CPI上
涨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成
为影响 3-6月 CPI走高的直
接原因。

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

陕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