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孙建恒记者张维
薛保华）记者从10月18日举行
的第 27 届中国杨凌农高会

“1＋N”系列发布会（第三场）
农高会创新创业专场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杨凌示
范区通过一系列举措，全面激
发农业科技人员、大学生和职
业农民等重点人群的创新创
业热情，打造出农业特色鲜明
的“全域化”双创基地，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双创模式

和典型经验，在国家双创工作
中发出更多“杨凌声音”，形成

“杨凌模式”，不断打造“杨凌
双创”特色品牌。

目前，杨凌示范区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已
引进培育创新创业团队780家，
高新技术企业34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36家、瞪羚企业33家，1
家国家级独角兽企业于 2020
年9月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

建立杨凌科技示范、创新创业
基地344个，实现示范推广面积
超过9000万亩，2019年示范推
广效益达220亿元。杨凌双创
基地因双创工作成效明显，在
2018年 4月、2020年 5月两次
受到国务院通报表彰。

为打造示范区特色鲜明的
“全域化”双创基地，更好彰显
杨凌“双创”示范基地成效，形
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
厚氛围，本届农高会期间，将举

办现代农业创新创业论坛暨智
慧农业产学研对接会、智慧农
业创新创业展、陕西省农村创
业创新大赛总决赛等12项特色
活动。举行陕西省农村创业创
新大赛总决赛，聚焦乡村振兴，
全省各地市共有300余个项目
报名，智慧社区农场、超低温脱
毒种苗技术、5G食用菌智能出
菇方舱等“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科创项目将齐
聚杨凌，同台竞赛。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10月18日，杨凌举行第
27届农高会安保誓师动员大会。

大会现场，交警、特警、消
防执勤等安保队员分别进行了
交通指挥演练操、处置应急突
发状况等实战演练，随后全体
参战人员就农高会安保工作进
行了宣誓。

大会提到，能否实现办一
届高水平、有特色的盛会目标，

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农高
会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参战
人员”要时刻提高警惕，扭住

“安全办会、不出事”的目标，下
好预防先手棋、打好安全主动
仗，加强实战训练，强化应急处
置，以最高标准捍卫政治安全，
以最严要求维护社会安定，以
最实措施守护人民安宁，坚决
打赢农高会安全保卫攻坚战。

农高会期间将举办12项“双创”特色活动

农高会安保誓师动员大会举行

聚焦第27届杨凌农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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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委书记、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刘国中17日主持召开领导小
组会议，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
终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加强秋冬
季疫情防控，全面抓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奋力夺取抗
疫斗争全面胜利。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
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
长王浩，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
长方光华出席会议。

刘国中在听取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当前疫
情传播风险仍然存在，秋冬季疫
情反弹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
述，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潜在风
险，绷紧弦、不松劲，切实把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

刘国中强调，要把外防输入
作为重中之重，落实好集中隔
离、核酸检测等措施，坚决防止
疫情输入。要抓好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酒店、商场、农贸市
场、社区、校园等重点场所管理，

严格做好医院防控，坚决堵塞漏
洞，防止发生院感。要因时因势
完善防控预案，加强应急演练，
一旦发现疫情，第一时间对患者
隔离、救治，快速做好流调溯源，
对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确保不
扩散。

刘国中要求，要压实压紧责
任，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
任、单位责任、个人责任，主要负
责同志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
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要加强疫情防控指挥
体系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作用，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
线。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加强疫病风险监测预警，
强化应急物资保障，提升核酸检
测能力，搞好舆论宣传引导，动
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搞好防
控，又要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正
常生活。

赵一德强调，要坚决杜绝松
懈心理和麻痹思想，严格落实

“四早”措施，进一步强化属地责
任落实、检测能力建设、防疫物
资保障和舆论引导工作，切实抓
好入境关口的源头管控、各级医
疗机构的规范管控和各类场所
的精准管控，做到重点地区来陕
返陕人员核酸检测全覆盖，确保
秋冬季防控安全、平稳。

本报讯（记者 白圩珑 王红哲）近
期，陕西省2019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已对外公布，2020
年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
身份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确定。

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度陕西省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为 66996元。按照人社部、财政部和
省政府有关规定，我省2020年度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200988元，
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 2019年
度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2020年
度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为
79128元。

2020年，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可在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6996元
的60%至300%之间自主选择适当缴费
基数，也可以选择2018年度全省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2412
元的60%作为缴费基数。

缴纳 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费确
有困难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
员，可自愿暂缓缴费。2020年未缴
费月度，可于 2021 年底前补缴，缴
费年限累计计算。缴费基数在
2021 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
自主选择。（《2020年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档次一览表》详
见“秦闻APP”）

本报讯（记者 文晨）10月18日记
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
2019年底，全省农民合作社达到6.1万
家，位居全国第15位，入社农户202.6
万户，带动非社员农户 390.3万户，基
本实现行政村、主导产业和从业农户
全覆盖。

下一步，将力争年内出台新修订
的《陕西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促进合作社规
范发展；全面落实省委农办等11部门
出台的《关于加快推动农民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召开全省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督促指导各
地围绕“3+X”主导特色产业，合力培
育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增强带贫益
贫作用；强化示范县建设，打造县域
发展样板；开展全方位宣传，进一步
推介我省典型示范合作社及其产品，
扩大合作社影响力，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

我省农民合作社
达6.1万家

本报讯（记者张维）10月18日，由
中国国际商会指导，陕西省贸促会、西
安市贸促会共同主办的2020年中国西
部国际采购展览会（简称国际采购展），
经过3天的展览展示和对接洽谈，圆满
落下帷幕。

到10月18日10时，国际采购展线
上展点击量突破35.58万次，线上线下
共为企业精准配对 2.9万对（次）。其
中，3天展会共预约配对超过 956对
（次）。签订贸易和投资合同20项，合
同总金额5.59亿元人民币，达成合作意
向86项。

本届国际采购展闭幕后，线上展将
常态化持续在线，随时为国内外企业展
示、查询、对接提供相关服务，打造“永
不落幕的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展览会”。

上个周末，西安的天气不
错。不少人选择走出家门，和大
自然来个“亲密接触”。刚刚开
放的护城河景区东段公园内，郁
郁葱葱绿意盎然，不少市民来到
公园内一睹改造提升后公园的
高颜值。一大早，76岁的市民张
栋在景观亭内锻炼身体。

作为一名老西安，西安市生
态环境的点滴变化都让他格外
欣喜，尤其是护城河水质的提升
和环城公园景观品质的改善，老
张给予了极高地评价。全线贯
通的护城河在为西安贡献了一
个长达14.6公里“加长版”亲水
平台的同时，也实现了“水清、岸
绿、堤固、洪畅”的目标。

城旺水先旺，城兴水先丰。
东有浐灞广运潭、西有沣河昆明
池、南有唐城曲江池、北有未央
汉城湖、中有明清护城河的“八

水绕长安”盛景已然刻画在每一
位西安人的心中。短短半年，樊
川公园、长安公园、沣惠绿道、沣
河梁家滩运动公园等一座座沿
河道而建的亲水公园，让古城市
民有了更多休闲亲水之所。

“微微抬头，便能欣赏到无
滤镜的高清大片。这种纯天然
的视觉满足感来得轻松，又幸
福。”这是今年8月21日大学生
田萌发的一个朋友圈状态。这
天，不少人的手机都被西安的

“漫画云”“棉花糖云朵”刷屏。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种无滤镜
的蓝天白云场景，出现的频率越
来越高。

与 2015年相比，2019年全
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
19.8%。“高颜值”的背后，是一场
场“硬核”的蓝天保卫战——
2015年以来，全省累计拆改燃煤

锅炉2.2万台3.1万蒸吨；淘汰黄
标车、高排放老旧车约66万辆；
1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全部
实现超低排放；在全国率先全面
供应国Ⅴ汽柴油；关中地区完成
散煤治理248.6万户；综合整治

“散乱污”企业2.7万户；2019年
7月1日起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
排放标准。

漂亮的村头小广场、沿路而
建的休憩凉亭、蜿蜒而过的黑河
水、不远处的秦岭如黛……在周
至县马召镇金盆村，一幅美丽乡
村的画卷尽收眼底。而这只是
周至县全域生态环境的一个缩
影。周至县县长陈旭辉介绍，周

至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也是
西安市最主要的水源地。在大
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水
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来自省生态环境厅的数据
显示：2019年，全省主要河流水
质持续改善，50个国考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为77.6%，优于国
家考核目标7.6个百分点。渭河
出境入黄断面水质达到 III类标
准，提前2年、提升一个档次达到
国家考核要求，被评为全国首批

“最美家乡河”。汉江、丹江、嘉
陵江出境断面水质保持 II类，确
保了南水北调水质安全。

本报记者石喻涵

刘国中在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时刻绷紧思想之弦
慎终如始抓好防控

山青水美天蓝美丽陕西入画来

喜看新成就回眸“十三五”·

2020年以个人身份参加
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确定

西部国际采购展
签订合同总金额5.59亿元

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