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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路快速路是西安市“两环十放射”
快速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西安市政
府批准同意，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定于 3月
28日（星期六）、3月29日（星期日）组织实
施横穿昆明路1号桥～4号桥段110千伏高
压线迁改入廊施工，期间需封闭昆明路（团

结南路至西二环段）道路，请社会车辆和沿
线居民绕行。

关于实施昆明路110千伏高压线迁改入廊工程交通道改公告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昆明路及西延路PPP项目
西南二环立交工程总承包部

2020年3月25日

今年1月14日，教育部出台
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
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
称“强基计划”。它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明确从 2020年起
在包括我省西安交通大学和西
北工业大学在内的全国36所双
一流高校中开始试点招生。这
是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以来，
高校人才选拔培养迎来的又一
重大变革。

“强基计划”与自主招生的
区别是，“强基计划”从选拔定
位、录取方式、招生专业、入围依
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重塑。
在选拔定位上，“强基计划”主要
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
科拔尖的学生。在招生专业上

“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
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历史、哲学、古文字
学等相关专业安排招生。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我也
不会来到这里！太有缘了！她
和我同名，今天终于要出院了，
开心地要和我合影！愿您余生
一切安好……”

陕西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
队队员，宝鸡市妇幼保健院主管
护师张萍与同事协力，将同名同
姓的危重患者从“死神”手里抢
救回来，在朋友圈记录下感人至
深的暖心一刻。

17年前，非典疫情暴发，张萍
瞒着家人请战进入一线。17年
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又一
次请战，请战理由很简单，“非典的
时候我是志愿者，我有经验！”

疫情就是命令！张萍和同
事们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
2月 2日抵达武汉后，第一时间

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接管
七楼重症隔离病区，对病区消毒
灭菌，清点设备药品，建立登记
本等等事项。

2月 5日，她们开始顺利接
诊收治第一批重症患者。也正
是从那一天开始，随着一名 54
岁的武汉重症患者接受治疗，拉
开了她和同事们一起书写一个
个感人的救治故事序曲。

武汉一名54岁的重症患者
张萍，2月 5日来到这里接受治
疗，直到3月12日出院，陕西医
疗队每名队员都让她感动、感
恩。最让她难以忘却的是同名
同姓的陕西第二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员张萍。

因为，她在接受治疗期间，陕
西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张

萍和同事们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翻
身、擦洗，保证病人皮肤干净；在
用餐时，做到送餐到床，帮助患者
用餐，做患者的生活助理。

正是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
感动，武汉患者张萍在出院后
继续接受隔离期间，多方打听
到陕西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
员张萍的电话，添加微信成为
朋友。

两个张萍在
微信上“你一言、我
一语”相互感动、相
互鼓励、相互点赞
……

“只有身体是
最重要的，还得继
续坚持戴口罩哦！”
陕西张萍叮嘱道。

“我一定好好生活。”武汉张
萍愉快地回复。

“待病毒全消，春暖花开时，
你和家人来武汉，让我好好尽尽地
主之谊，表达我的感激之心。”武汉
张萍发出诚挚邀请。

“以后一定会再来武汉！武
汉真的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为你
们点赞。”陕西张萍点赞武汉。

本报记者赵明袁锋石喻涵

3月26日起，西安交警启动
快速处警机制，不断提升街面交
通事件快处快撤及警情处置效
率，严防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
堵现象发生。从3月28日起，西
安交警部门将开始对违法停车，
全面进行集中整治、严格处罚。

交警部门将积极对接即将
开学的学校，确保高峰时段警
力到位，校园周边停车秩序良

好。对校园门前接送学生车辆
违停等轻微交通违法，在执勤
交警做出处置并通报学校后，
采取校园内部曝光的形式，加
强家长和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律能力。

交警部门将根据辖区主干
道、重点路段及校园周边的交
通环境，对交通标志标线、护
栏、信号灯等交通设施缺失、损

坏的，及时进行增补完善，进一
步提升通行效率，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

西安交警向全市人民公开
承诺城区主干道（环城路、二环
路、南北中轴线张家堡盘道到
长安区华美十字段）5分钟内到
达现场处警，三环内10分钟（特
殊情况不得超过15分钟）、三环
外2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警。

2月26日西安交警在“西安
交警”APP——警用版上线了

“催挪车”功能。截至3月26日，
西安交警催挪车共提醒近 200
万违停车辆。为了给广大交通
参与者提供良好交通环境，西安
交警也将同时利用科技手段，持
续开展整治，加大道路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本报记者晁阳李佳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记者
晁阳李佳）3月24日，西安绕城高
速公路出口车流量突破40万车
次，（其中货车2.7万车次），较3月

初的日均25万车次增长60%（货
车增长34.33%），特别是曲江收
费站至西高新收费站区间上下班
高峰期车辆严重饱和。由于通行

车辆的密度大，就会相应存在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威胁交通安全。

3月25日，西安高速交警开展
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治统一行

动。据统计，当日西安高速交警出
动警车57辆次，警力167人次，共
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756例，其中
占用应急车道违法144例。

明起西安集中整治违法停车

西安绕城出口车流量突破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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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昨发布
霜冻蓝色预警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张嘉怡）寒潮带来大风、沙尘、雨水和
降温，大风卷着尘土扑面而来，凌乱
的不只是头发。昨日，西安市气象台
发布大风预警！陕西省气象台发布霜
冻预警，榆林、延安、咸阳、宝鸡部分地
方有霜冻。

3月26日15时许，西安市气象台发
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
时内，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新
城区、未央区、西咸新区、灞桥区、鄠邑
区、长安区、周至县、蓝田县、高陵区、临
潼区、阎良区将受大风影响，预计上述地
区平均风力可达6级，阵风7级以上。”

16时，省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
警：“预计未来24小时，榆林、延安、咸
阳西北部、宝鸡西北部地面最低温度降
到0℃以下，将出现对当季主要作物产
生影响的霜冻天气。”

近期西安市多阴雨天气，今天白天
小雨转阴天，8℃～13℃，偏北风3～4级，
阵风5～6级；今晚到28日多云转阴天，
5℃～14℃；29日阴天有小雨，6℃～10℃。

气象台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
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
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
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
品，遮盖工地建筑物资；行人注意尽量
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
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

家中保险柜被撬
金银玉器老钱币被盗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昨日上午，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通报了一起特
大入室撬盗保险柜案。记者了解到，目
前该案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全部抓获，
共追缴回20余件金银首饰和玉器，100
余张老旧钱币，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
失约11万元。

今年2月25日，受害人在儿子陪同
下回到位于莲湖分局枣园派出所辖区
的被盗住所拿换洗衣物，发现卧室里一
片狼藉，放在床头的保险柜被损坏，里
面的首饰等财物不翼而飞。

据公安莲湖分局刑侦大队主办民
警韩珂介绍，由于报案人1月29日就已
经离家，近一个月时间都没有回过家，
因此很难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
间。再加上受害人家正好处于小区视
频监控的盲区，这都给案件侦破带来了
极大的难度。经过对案发周边群众进
行大量走访排查，并调取案发小区附近
公共视频，对有价值线索多次进行分析
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随
后，专案组民警经过蹲点守候，最终在
西安市昆明路某小区将涉嫌盗窃的犯
罪嫌疑人王某成功抓获。随后，专案组
民警前往两处销赃地点，成功将涉嫌收
赃的两人抓获，追回大部分涉案赃物。

韩珂介绍，犯罪嫌疑人王某无正当
职业，为满足自己消费，其通过多次踩
点等方式，在2月8日晚上8时，通过窗
子爬进受害人家里，盗窃了上述财物，
之后分多次将赃物变卖。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昨日上午，受害人特地向
莲湖分局送上了一面锦旗。

省教育考试院权威解读高招新政

“强基计划”入围依据高考成绩
今年起实施了近20年的高考自主招生停止招生，一

项新的计划——“强基计划”全新亮相，依据教育部文件，
高校将陆续发布“强基计划”招生简章，与以往的自主招
生有什么区别？“强基计划”如何报考？3月26日省教育
考试院对此进行了权威解读。

陕西医疗队员与同名患者有个约定

“待病毒全消，欢迎你来武汉做客”

“强基计划”按照报考程序
报考主要分为七步，依次为高
校公布招生简章；符合报考条
件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参加“强
基计划”招生；考生参加统一高
考；各省市区提供高考成绩；高
校确定入围学校考核考生名
单；高校组织考核；高校根据考
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
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
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择优
录取。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相关考
生，受疫情影响，今年 36所试
点高校“强基计划”招生简章的
发布时间尚未确定。关于“强
基计划”的更多报考政策和相
关院校信息，各位考生和家长
持续关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陕西省招生办官方信息发布平
台或各高校的招生网，省教育
考试院将在第一时间权威发布
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张彦刚

据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入围校考的依据上，“强
基计划”的入围依据是考生高考成
绩；极少数在学科领域具有突出
才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可
制定合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
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在录
取方式上，“强基计划”将考生高

考成绩不低于85%，高校综合考
核结果、综合素质评价等折算成
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体
现对学生更加全面的考查。在培
养模式上，该计划录取学生将实
行小班化导师制，并探索本硕博
衔接的培养模式，畅通学生成长发
展通道，实现招生培养良性互动。

据介绍，“强基计划”分两
类选拔，第一类是通过高考成
绩选拔，根据教育部“强基计
划”招生新政，高考成绩是最重
要的条件，取消论文、专利等作
为入围高校考核条件，区别将
以往自主招生的降分录取，改
为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考核
评价，按综合成绩重新排序，择
优录取。同时高校考核安排在
高考成绩发布后进行，高考成
绩就是入围标准。在此过程
中，教育部还会指导高校积极
探索建立基于能力考查的笔

试、面试、实践操作，增强选才
的科学性。

第二类是针对学科特长
学生的破格录取通道，对于极
少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
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学
校会制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
的条件和破格录取的办法标
准，并提前向社会公布。但破
格录取考生的高考成绩原则
上不得低于各省区市本科一
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合
并录取批次省份应单独划定
相应分数线。

选拔分为两类进行 取消论文专利等入围条件

选拔有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生

“强基计划”的入围依据是考生高考成绩

招生录取分七步进行相关信息将及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