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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省发改委印发
《2020年推动关中平原城市群和
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工作任
务》，从推进关中平原城市群建
设、提高城镇发展建设水平、加
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16条年度重点任务，并由多部门
分工负责领取，意味着关中平原
城市群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迈入加速推进阶段。

加快推进西延高铁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推进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
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推进陕
晋甘三省务实合作，推动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
高铁、引汉济渭、东庄水库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与
山西、甘肃对接合作，共同推动
韩城——侯马铁路、黄河古贤
水库等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
相关规划。

强化举措加快西安——咸
阳一体化进程，推动西安临空经

济示范区与咸阳临空经济带协
同发展。加快打造富平——阎
良一体化发展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支持韩城与河津深化产
业合作，推进西咸新区、杨凌示
范区等4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和500个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
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提升关中陕南陕北片区
医疗服务能力

加强汾渭平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完成关中地区剩余 70
余万户散煤治理任务。深化渭
河综合治理，加快渭河生态区建
设，确保干流水质稳定在Ⅳ类。
加强渭河平原重点城市周边露
天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完成治理
面积 431公顷。积极创建国家
区域（西北）医疗中心，推进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逐步优化全
省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关中、陕
南、陕北片区医疗服务能力。加
强与山西的互动合作，共同谋划
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

支持宝鸡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设关中平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落实支持杨

凌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意见举
措，加快建设“三区三高地”。
支持榆林积极融入呼包鄂榆城
市群发展格局，争取纳入黄河

“几”字湾都市圈规划。支持铜
川西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城市建设，推动沿黄河、沿汉江
生态城镇带建设。支持全省20
个县域经济和城镇建设试点县
提升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
经济发展。

重点推进2877个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加快推进5G、物联网、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
资。将5G纳入有关国土空间规
划，年底前实现全省所有地级市
覆盖5G网络，基站累计达到1万
个。推进城市更新，今年全省重
点推进2877个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提高社区宜居水平。改造一
批老旧街区，引导商业步行街打
造市民消费升级载体，力争年底
全省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地下综
合管廊达到 100公里。年底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持续推进省级重点示范镇
和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开展100
个乡村示范镇建设前期工作。

探索实施农村籍大学生
“来去自由”落户政策

探索建立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的户口制度。全省（除西安市
外）全面取消城镇落户限制，凡
在常住地工作即可办理落户，积
极探索城市群内户口通迁。探
索实施农村籍大学生“来去自
由”的落户政策，探索符合条件
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
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办法，2020年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
度有所提升。

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未落户常住人口。逐步提升
居住证发放量和含金量，健全以
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
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以流入地政
府为主，推动随迁子女在流入地
享有普惠性学前教育和公办义
务教育。完善“人地钱”挂钩配
套政策。

本报记者张维

本报商洛讯（记者闫鹏飞）
5月 21日晚，镇安县召开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报告视频会，部署
全县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

商洛市委宣讲团成员、镇
安县委副书记王璟为镇安县领
导干部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
从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工作提出
的五项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等方面进行了宣讲。

聆听完宣讲后，镇安县发
展改革局局长谢忠琦表示：“当
前，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围绕
‘六稳’‘六保’，只争朝夕、真抓
实干，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要带着
信仰学、带着责任学、带着感情
学，将讲话精神学懂弄通用实。
要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做
好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真正让人民
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后，商洛市积极安排部署，迅
速组织实施宣讲工作，印发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宣讲工作方案》，组
建市、县、镇村三级宣讲团，编
印《宣讲提纲》。

商洛市委宣讲团在镇安县宣讲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杨凌示
范区宣讲团走进杨凌示范区
医院。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期间，在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
卫生院了解基层卫生防疫、医

疗保障工作时，向坚守在基层
防疫抗疫一线广大医务人员
进行慰问时强调，要加快补齐
公共卫生短板，加强农村、社
区等基层疫情防控能力建设，
把各项防控措施常态化。”杨凌
示范区宣讲团成员、卫生健康
局党组书记李春安说，总书记

提到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其中涉及保基本民生，
这给予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神
圣的使命和职责，示范区党工
委、管委会也将把民生工程作
为今年发展的头等大事，加强
医疗基础和保障工作更是重
中之重。

杨凌示范区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黄璠说：“总书记
在安康考察时不忘看望基
层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使我
深受感动。作为青年一代，
我们将只争朝夕，真抓实干，
为医务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杨凌示范区宣讲团在杨凌示范区医院宣讲

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
5月 22日，韩城市委宣讲团分
别走进芝川镇毓秀社区、市人
民医院和市文旅局，集中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专题宣讲活动。

在芝川镇毓秀社区，省委
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王春红用朴实真切的语言，

重点宣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中的扶贫工作
指示精神，动员现场的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干部和贫困群
众要以坐不住的责任感、等不
起的使命感和慢不得的紧迫
感，全力投入到脱贫攻坚“冲
刺”行动中，为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创造出生动鲜活的韩城

实践。
在韩城市文旅局，市委宣

讲团成员、文旅局党委书记、局
长高少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的精髓要义进行了宣讲。文旅
局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干
部及局属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关于陕西
文化和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饱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
情，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陕西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
重视，为新时代文化文物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韩城市委宣讲团在市文旅局等地宣讲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为进一步
加强全省学校疾病防控工作，减少学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教育厅近期发布
全省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年第2
号预警，提醒学校及家长做好食源性疾
病、狂犬病等疾病预防。

气温升高，食物容易变质，易引起
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
毒。省教育厅为此建议，学校要引导师
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格外重
视饮用水、食堂环境和人员卫生、食品
安全问题。

省教育厅要求各学校
做好食源性疾病预防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记者5月23
日获悉，下周西安市人社局将举办两场
招聘会，一场面向城镇失业人员及就业
困难人员，另一场面向高校毕业生，招
聘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西安市城镇失业人员及就业困难
人员专场招聘会：线上部分时间为5月
26日9:00-17:00，采取网络视频双选会
场+视频面试形式进行，求职者可通过
手机微信搜索“云人才市场”小程序或
电脑登录szjzx.cnxincai.com参与。

线下部分时间为5月26日9:00-12:
00，地点位于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大厦（建工路28A号）一楼招聘大厅。

2020年西安市高校毕业生春季系
列招聘会：线上部分时间为5月27日-
29日 9:00-17:00；求职者可通过关注

“显摆招聘”公众号进入线上招聘会场。
线下部分时间为 5月 27日 9:30-

13:00，地点位于陕西省图书馆一层中
大人力资源服务大厅（长安北路 18
号）。（详见“秦闻APP”）

下周西安两场招聘会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5月21日，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对
借款人婚姻存续期间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有关事项进行调整。

借款人婚姻存续期间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时，购房合同须夫妻双方共同
签署（即《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或
《存量房买卖合同》等购房合同上载明
的购买人须为夫妻双方且仅限夫妻双
方）。《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存量房
买卖合同》《预购商品房（经济适用房）
抵押权登记询问记录》《房地产抵押登
记询问笔录》中所购房产的所有权须为
借款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温馨提
示，借款人2020年5月1日之后签订的
购房合同，须符合上述要求。

婚内公积金贷款
购房合同夫妻同签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5月21日，
西安市商务局发布通知，根据陕西省应
对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细
化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举措的实
施意见》，并经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同意，5月21日起，西安市放开举办各
类必要的会展活动。

通知中提到，各会展企业、会展场
馆要严格落实国家、陕西省及西安市疫
情防控相关文件要求，会展主办方要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细化防疫防
控工作方案，对会展活动的工作人员、
施工人员和参展人员，按照“应检尽检、
愿检尽检”的原则组织进行核酸检测，
对重点地区来(返)西安人员逢进必检，
在落实好各项防疫防控措施的同时，确
保会展活动顺利有序。

西安放开举办
各类必要会展活动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今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敲定

探索实施农村大学生落户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