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内将培训5万名养老护理员

建立依托各类院校开设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或相关课程的学历
人才培养机制，开展养老服务人才
培训提升行动和“1+X”证书试点
与推广，分年度实施养老护理员培
训任务。今明两年我省将完成5
万名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到

2022年实现所有养老护理员经职
业技能培训后上岗的目标。除在
我省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
织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外，
家政服务业、物业服务公司、旅居
养老机构等从事养老服务的人
员，高校医学专业、医学类院校和

开设有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院校
的毕业年级学生，均可参加养老
护理员职业能力提升相关培训。

为推动《方案》落地，省民政
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已先期面向全省从事养老护
理员职业等级认定的考评员、养

老护理员培训基地的授课辅导
员开展培训。养老护理员考评
员经培训考试合格者，由省民政
厅颁发考评证。养老护理员培
训基地的授课辅导员经培训考
试合格者，由省民政厅颁发养老
护理员特聘辅导员证书。

责编：侯敏 组版：张微霞 校检：公大年 席波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20年8月2日星期日重要新闻Ａ2
www.sanqin.com

本报讯（通讯员 杜扶阳
记者 李佳 实习生 李子涵）7月
31日，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
秦岭国家植物园通过近年来的
生态保护修复，目前园区内森林
覆盖率已达到95%，珍稀濒危植
物数量逐年增加，野生动物活动
范围不断前移，已成为秦岭北麓
自然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最
好最丰富的区域。

秦岭国家植物园位于秦岭
北麓中段西安市周至县境内，规
划面积639平方公里，是目前国

内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独特、
生态价值最高、原始山林保护最
好的综合性大型植物园，也是全
国唯一冠以“国家”二字的植
物园。

近年来，园区始终按照“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全面实施天然林保
护、封山育林、植被恢复重建等
生态修复项目，采取移民搬迁、
关闭水电站和禁止开山采石等
措施，对园区的植物、动物、水
文、自然景观等进行全面保护恢

复。园区采取“迁地保护和就地
保护相结合，以植物保护为主，
兼顾动物和微生物保护，建立生
态流域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生态
保护方针，有效保护了区内野生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先后在园区
内发现了罕见植物水晶兰和我
国最北端野生蕙兰种群，并采取
严格控制人员进入、架设野外监
测相机等措施，保护其原生境完
整性。

同时，园区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开展科研科普工

作。目前已逐步开展秦岭生物
多样性保护、中国乡土植物保
护等13项国家和省级重点科研
项目，迁地保护引种植物 2000
余种，采集植物标本 3万余份。
园区先后被教育部、省教育厅
等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累计举办各类
科普活动600余场，直接受教育
学生近 20万人次，并吸引 6万
余中小学生每年在园区开展研
学实践，入园研学人数居全国
植物园第一。

少先队员唱《红星歌》
致敬人民子弟兵

7月31日晚，西安市临潼区“双拥
之夜”，华清小学40名少先队员倾情演
唱《红星歌》，用嘹亮的歌声、庄严的少
先队礼致敬最亲爱的人民子弟兵，传承
红色基因，做新时代好少年。
王三合本报记者陈飞波实习生景慧

今年起，我省养老护理员培
训实行属地管理、网络报名、考
勤量化、考试结业的办法，严格
按照人社部门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的相关要求和程序组织实施，
同时建立养老护理员信息管理
平台，加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培
训、职业等级、人员信息等全流
程管理。年底前，我省就业困难

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参加养
老护理员培训，可按规定享受交
通和生活费补贴，从就业补助资
金中列支。

按照基层推荐申报、省级联
审把关、专家评审确定的程序，
我省已确定22家培训机构作为
省级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其中
西安市5家，西安以外其他设区

市和杨凌示范区、韩城市、西咸
新区分别有1至2家，主要是根
据当地人口基数和老年人口规
模设置。

《方案》明确，由省人社厅、
省民政厅指导做好养老护理员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认定工作。
省民政厅、省教育厅向认定的
22个省级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共同授牌，省、市（区）人社部门
按级将培训基地纳入技能提升
行动目录。培训基地实施动态
管理，省民政厅每年将会同有
关部门随机组织抽查，取消培
训效果差、意见反映大或存在
套取培训经费等行为的基地培
训资格。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文晨李宁强）
8月1日陕西省果业中心传来
消息，2020年上半年，我省果
品企业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努力稳定出口，全省
果品自营出口全面增长，出口
果品 11.24万吨，货值 8.43亿
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86.49%
和66.13%。

上半年全省鲜果出口量
1.79万吨，货值1.36亿元，同比
增 长 分 别 为 14.92% 和
12.14%。其中鲜苹果出口1.28
亿元，同比增长11.86%；鲜梨出
口 0.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22%；猕猴桃出口 656 万

元，同比增长92.29%。这三个
品类出口占到了全省鲜果出口
的98.43%。泰国、缅甸、越南、
孟加拉国、印尼这五个国家和
地区的出口金额占到了全省鲜
果出口总额的92.63%。

相对于鲜果，我省苹果汁
在美国、日本、南非、俄罗斯、澳
大利亚更受欢迎。上半年我省
苹果汁出口量 9.38万吨，出口
金额 6.95亿元，同比增长分别
为 112.08%和 85.70%，而这五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额占全省
苹果汁出口总额的 78.94%。
此外，上半年我省果品加工产
品出口647.58吨，金额1254万

元，同比增长52.83%和3.64%，
出口量自 2014年以来首次止
跌回升。

上半年由于本果季水果产
量增加和价格低于往年同期等
有利因素，以浓缩苹果汁为主
的果品出口保持了良好增长势
头，减小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国
际形势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
极大释放了库存压力。不过受
全球疫情影响，相比一季度，二
季度出口增速有所放缓。浓缩
苹果汁出口量一季度同比增长
168.61%，二季度同比增长
59.73%；鲜果出口量一季度同
比增长25.27%，二季度同比减

少14.06%。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我

省果品出口形势总体较好，
各品类较去年同期均有增
长，但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经济复苏困难重重，
果品出口会持续受到影响。
建议出口企业一方面发掘国
内主场潜力，进一步提高苹
果在国内水果市场的份额，
另一方面抓紧优化品种，走
多元化、高端化路线，推进机
械化普及，降低成本。同时，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改变“鲜
果出口看泰国、果汁出口看
美国”的单一格局。

上半年我省果品出口增长86.49%
加工产品出口量2014年来首次止跌回升

我省提倡校园分餐制
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 实习生
朱蕾）省教育厅近期发出深入开展新时
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
及学校结合教育工作实际，丰富新时代
校园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推动
校园爱国卫生运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
师生健康管理转变。

通知要求，相关学校完善学校基础
设施，保障校园饮用水安全，提供充足的
洗手设施。加强公共物品及地面、走廊、
电梯等公共区域清扫消毒，加强室内区
域通风换气。规范开展绿地、楼道、食
堂、宿舍等重点区域病媒生物防制。

做好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健康检
查、食品原料进货查验、食堂和餐饮具
清洗消毒，确保从业人员健康、食材安
全、餐饮具洁净。严格落实食品操作规
范，熟制食品做到烧熟煮透，生熟食品
及其工作用具分开存放或使用。对每
餐成品按规定进行留样。

保持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勤洗
手、常通风、少聚集、科学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保护野生动物等健康行为
和习惯。加强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教
育，倡导均衡营养、合理膳食，提倡分餐
制和使用公勺公筷，减少一次性餐具使
用，减少污染和浪费，养成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

西安二季度企业景气指数
企业家信心指数双提升

本报讯（记者张维）8月 1日记者
从市统计局获悉，二季度西安市企业
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稳步回
升，分别由一季度的相对不景气区间
和微弱不景气区间上升为相对景气
区间。

二季度，西安市4836家调查样本企
业中，有55.4%的企业认为生产经营状
况“一般”，认为“良好”的企业占23.0%，
有21.6%的企业认为生产经营状况“不
佳”。近六成的企业家认为当前行业运
行状况一般，比重为59.2%；当前行业运
行状况持“乐观”判断的企业家占
23.9%，认为“不乐观”的企业家比重为
16.9%。

二季度，西安市企业景气指数为
111.1，与一季度相比提升24.9点；企业
家信心指数为 113.7，比一季度提升
22.9点，两大指数稳步回升，企业家对
企业发展前景较有信心。从景气区间
看，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
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从企业景气指数看，六大行业全部
提升。其中，住宿餐饮业提升最多，与一
季度相比提升41.1点，指数为68.3；其他
依次为批发和零售业（106.7）、规模以上
服务业（97.6）、工业（131.9）、建筑业
（105.0）和房地产业（124.0）。

秦岭国家植物园
园区森林覆盖率达95%
成秦岭北麓自然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区域

我省两年内将培训5万名养老护理员
就业困难人员参加培训可享交通和生活费补贴

由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提
升实施方案》提出，今明两年我省将完成5万名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到2022年实现所有养老
护理员经职业技能培训后上岗的目标。

确定22家省级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