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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面对日益严
峻的经济形势，在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标
准不降、干劲不松”的工作要求下，进一步深挖
潜力，通过优化人才队伍，以师带徒、传帮教等
多种方式，健全企业人才培养计划，达到因材而
用，确保各条生产战线日常生产正常进行。

同时，坚持以“质量就是效益”工作思

路，注册了“双龙牌”优质商品煤商标，多管
齐下提升产品质量。上半年，该矿商品煤
发热量平均为5952大卡/千克，为年初既定
目标 5500 大卡/千克提高了 495 大卡/千
克，并通过设立文明销售窗口、提供免费餐
饮等，赢得是市场和客户，为长期稳定发展
夯实基础。 穆海宏 李雨倩

双龙煤业深挖潜力夯实发展根基

受委托，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20年8月9日上午10时在【淘宝网】资产处置
平台

公开拍卖机动车一
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展示时间与地点：2020年8月6日
至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00

1-2号标的在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东段
1 号（陕西日报社院内）联系人：白女士
15354807239

二、拍卖方式：本次拍卖分为自由竞价阶段
和延时竞价阶段，每辆车的自由竞价时间为24
小时，延时竞价为5分钟。

凡有意竞买者请到展示现场查看标的并根据
网站规则交纳竞买保证金完成报名手续。成交人
请于2020年8月11日至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南路
500号佳和中心B座706室办理成交手续。

交款信息如下：
户 名：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3700 0205 1924 5169 39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北大街支行
联系电话：029-86266010

15354807239
联系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南路500号

佳和中心B座706室

拍卖公告

（https://zc- paimai.taobao.com/zc/zc_item.
htm?spm=a213w.6688509.contact.1.188a52ebdz -
pKex&user_id=2743952101）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
实习生朱蕾）7月31日，西安
市教育局下达了2020年西安
市职业高中学校分区县招生
计划，记者获悉今年西安市
职业高中计划招生总数为
24428人。

据悉，西安市教育局明
确，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办公
室、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及西安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西安市2020年初
中学业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2020年编制职业高
中学校招生计划坚持职普比
不低于4:6底线要求，统筹高
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

按照计划，2020年全市
职业高中学校区县招生计划
包括，新城 1832人（含西安
残疾人艺术职业学校 22
人），碑林区 550人（含西安
商贸旅游成人中专100人），
莲湖区1176人（含西安特殊
教育职业学校 36人），灞桥
区3320人，未央区800人，雁
塔区1370人，长安区3500人

（含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600人），高新
区2240人。详细分
区县具体招生计划，
考生可登录西
安市教育局网
站查询。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
实习生 朱蕾）西安市教育局
7月 31日正式公布今年中考
普高招生计划，西安市中考报
名人数为 84898人，全市 146
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 51704
人，普通高中录取率为60.9%。

在公布的招生计划中，西
安市城六区、西咸新区（原西
安市辖区）77所公办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22774人，其中统招
生10778人，定向生8935人，
特长生 881人，特色班 2130
人，西藏生 50人，单列计划
200人（含海军空军青少年航
空学校招生等）。西安市五区
二县、西咸新区（原西安市辖
区）44所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
生20990人，部分学校含面向
城六区招生计划。

西安市城六区、西咸新区
（原西安市辖区）21所民办普
通高中计划招生 6720人，其
中城六区计划招生 6043人
（统招类2634人，定向生2264
人，特长生195人，特色班950
人）；城六区外计划677人（统

招生 92人，特色班 585人）。
西安市五区二县 4所民办普
通高中计划招生 1220人，区
县内计划870人，区县外计划
350人。

相关热点学校中，西北工
业大学附中计划招生550人，
西安交大附中计划招生 500
人，西安铁一中学计划招生
430人，西北大学附中计划招
生253人，西安市第一中学计
划招生370人，陕师大附中计
划招生532人，陕西省西安中
学计划招生1270人，西安高新
第一中学计划招生1110人，西
工大附中分校招生660人，西
安交大附中分校招生300人，
西安铁一中滨河高级中学招
生300人，西安市第八十三中
学招生419人，西安市第八十
五中学招生325人，西安高级
中学招生360人，具体分校详
细招生计划及定向生计划，考
生及家长可登录西安市教育
局网站查询。

西安市教育局明确，普通
高中招生计划统筹高中阶段

教育协调发展，坚持职普招生
规模大体相当，继续巩固落实
职普比4:6政策要求。根据区
域内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
批复办学规模、往年招生结
果、规范办学状况以及初中学
校毕业生数量、跨市（区）分市
招生计划等因素编制。普通
高中分学校招生计划为学校
总规模计划，包含统招生、特
长生、定向生、特色课程班、西
藏生、跨区域招生等计划。不
包含国家部委单列计划。各
区县、普通高中严禁无计划、
超计划招生。本计划下达后，
各区县及学校不得随意变更，
不得无计划擅自招生。凡违
规的区县及学校按有关规定
从严处理。

西安市教育局明确，定向
生生源初中学校要在校园内
公示本校定向生源计划，认真
指导考生填报定向志愿。要
加强定向生招生工作规范操
作，确保定向生招生客观、公
平、公正。对于定向生招生政
策宣传不力、定向生源计划公

示不到位、定向生招生操作不
规范等行为严肃查处。对于
查实的违规违纪行为，将追究
有关学校和主管部门责任；对
于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
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
谈、通报批评、取消荣誉称号、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罚。

记者另悉，西咸新区教育
卫体局昨天同时公布：西安沣
东中加学校今年招生范围为
西安市城六区，陕西省西咸新
区秦汉中学、西咸新区黄冈泾
河中学的今年招生范围均为
西安市城六区和五区二县。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普高，民
办）在西安城六区计划招生50
人，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
（省标，公办）计划招生305人，
其中西安城六区230人（定向
生60人，统招生161人，特长
生9人），五区二县75人；西咸
新区黄冈泾河中学（普高，民
办）计划招生540人，其中西安
城六区 460人，五区二县 80
人。三校在西安地区的招生
计划总计895人。

西安公布今年中考普高招生计划

146所普高
计划招生51704人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
董锦薇田萌）夜间错峰加油，不
仅关乎市民的“钱袋子”，更关乎
城市的空气质量。记者从 7月
31日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西安
全市 329座加油站将陆续开展
夜间降价促销活动。

“夜间加油能减少白天高温
高热时间汽油快速挥发造成的
经济损失，有效减少臭氧污染。
不仅省钱还提‘气质’。”西安市
生态环境局大气处处长赵文军
表示。加油站挥发的油气，也是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形成
臭氧的主要前体物之一，它在阳
光足、气温高的条件下，会发生
光化学反应，加剧转换成臭氧的
速度，造成臭氧浓度超标。对加
油站来说，夜间加油能够减少油
气发生光化学反应，降低转换成
臭氧的速度，从而减少了挥发性

有机物的排放。“因此，鼓励车主
选择夜间时段加油，尽量避开白
天高温高热时间，就是一项精准
治污的激励性举措。”

鼓励夜间加油的同时，西安
环保部门还以汽修、油品储运销
等为重点领域，通过开展全市汽
修 4S店、汽修企业废气治理设
施大排查，开展年销售汽油量大
于5000吨的加油站储油库油气
回收装置专项检查，减少夏季油
气挥发。

目前，西安全市329座加油
站已经陆续开展了夜间降价促
销活动，其中中石油 163座，中
石化 36座、延长壳牌 130 座。
这些加油站在晚上8时至次日8
时开展促销活动，促销活动包
括价格优惠、赠送汽油电子券、
充值赠送优惠券、非油商品满
减等多种促销方式，有的加油
站夜间持卡加油每升可以优惠
0.4元，该促销活动将于今年 9
月底结束。

西安329座加油站陆续开展夜间降价促销活动

晚上去加油 价格有优惠

今年西安市职高计划招生24428人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为了丰富辖区老年朋
友们的精神生活，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家庭，标新
街社区联合西安市碑林区慈善会、陕西日报社人
事处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携手中国人像摄影学
会，7月31日早上组织了“公益摄影情暖老人共
建最美家庭”公益摄影活动。

参加此次公益摄影活动的中老年夫妻共有
11对，活动共提供两套服装，一套白色婚纱，一套
红色唐装秀禾服，既拍出时代感又拍出年代感，
既拍出了浪漫也拍出了喜庆。经过化妆师的手，
阿姨们个个都是美女，叔叔们人人都是帅哥。

这次公益拍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端庄
优雅的钟阿姨说：“其实我一直都想拍婚纱照，但
是年龄大了，总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拍照就在自
家院子里，大家都认识，觉得很自然，真是特别感
谢社区和离退休中心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的愿
望实现了”；刚退休不久的吴叔叔说：“社区这个
活动好，让我们又重新年轻了一把。”臧阿姨在选
照片的时候特别高兴：“看，把我照得多漂亮，要
不是在咱们院子拍照，我还不好意思呢”。

陕西日报社人事处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为
此次拍摄活动提供了场地，确保此次活动圆满顺
利地完成。

太乙路街道标新街社区
组织开展公益摄影活动

以“联合国总部将搬迁至西安”等虚假项目
为幌子，引诱不明真相的民众投资，骗取钱款。7
月31日上午，这起诈骗案在西安市新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2018年11月5日，被告人吴某等人注册成
立了西安和平圆建筑管理有限公司，租用新城区
东新街某大厦7楼西厅为办公场所，吴某担任董
事长负责公司总体事务，王某某冒充国家发改委
退休领导，担任公司接待处处长。

公司成立后，吴某虚构“解冻民族资产”“联
合国搬迁项目”“河西走廊九亿亩土地开发项目”

“兴农富农强农项目”“普渡大运河项目”“全民免
费医疗项目”“全民免费教育项目”“万慧中心项
目”“反重力系统飞行器项目”“消防建设项目”等
大型工程项目，骗取公司员工张默等人信任后，
以公司资金经营、“借水还油”等名义骗取被害人
张某、邓某某等10余人，共计人民币788836元。

其中，被告人王某某以上述理由，鼓动被害
人邓某某、张某、柴某向公司出资，涉案数额9万
元。上述款项，部分用于缴纳房租、水电费及购
买办公用品等公司经营，剩余赃款被吴某挥霍。

新城法院审理后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
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
人王某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
万元。 本报记者张晴悦实习生张天馨李扬

“联合国总部搬西安”
诈骗案昨宣判
男子获刑十年半

加油站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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