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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纬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2月
18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
示，提醒市民选购食品时注意一
些安全事项。

选择在持有有效食品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的商场超市、
大型批发市场等食品经营场所
选购食品。

购买预包装食品时，需查看
包装封口是否完整、紧密，不要购
买包装破损、鼓包、胀袋等食品；

仔细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厂名、
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生产日期、
保质期、联系方式等规范标注内
容；不购买过期变质食品，慎买临
近保质期食品；购买进口食品谨
记必须附有中文标识、说明书。

购买散装食品需查看销售
环境是否干净整洁，容器或外包
装上应当标注食品的名称、生产
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
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等内容。
购买现场加工制作销售的

食品，应当选择感观新鲜，当日
加工的食品。对于生产经营环
境狭小、混乱，无法保障食品安
全的，消费者应慎重选择。

另外，在选购冷冻冰鲜时，
可使用一次性手套或塑料袋套
住手部，避免用手直接接触。购
物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
双手，洗手前，双手不碰触口、

鼻、眼等部位。
关注海关部门发布的食品

检疫信息，尽量减少购买来自疫
情高风险地区的产品。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在
选购食品时，要索取和保留相关
发票或其他购物凭证。若您对
购买的食品质量安全有质疑时，
请及时拨打 12315投诉举报电
话。如已造成健康问题，应及时
就诊，注意留存剩余食品。

本报讯（记者吕云涛）2021
年，碑林区教育局将以“五个争
先”为统领，大力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不用扬鞭自
奋蹄，打造符合国家中心城市核
心示范区要求的高质量教育体
系，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
好步。

一是抓建设，提品质。投资
1.2亿元，新建、改扩建3所学校，
新增1440个学位。投资7000万
元，全面完成7所公办新优质学
校成长计划。创建 4所智慧校
园，完成10所学校创客教育实践
室建设，遴选2所教育信息化创
新应用示范学校。改造校园环
境、升级设施设备，全面提升公
办学校办学品质。

二是抓改革，激活力。充分
用好“事业编制周转池”，持续深
化“先面试后笔试”招聘、“区管
校聘”和“校长职级制”三项改
革。加强教师统筹管理，优化教
师资源配置，激发教育系统干部
干事创业活力，为提升教育质量
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三是抓布局，优结构。新组
建 5个市级“名校＋”教育联合
体，全面推广实施“四优”工程，
做大做强碑林区优质中小学规
模，建成一批管理一流、质量领
先、群众满意的名校，形成东西
南北四个教育圈，持续优化“三

纵两横”网格化优质教育格局。
四是抓师资，强队伍。引进

优秀教师221名，完善三级三类
骨干体系建设，培养各层次各类
别骨干教师300名。组建20个
区级、50个“名校+”教育联合体
级、100个校级“名师+”研修共同
体。组织各级各类校园长、教师
培训 2.8万人次。优化队伍结
构，提升业务能力，打造“成长
型、专家型、领航型”校（园）长梯
队和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

五是抓保障，提干劲。单列
班主任津贴，坚持义务教育教师
工资随公务员待遇调整联动机
制，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落实教师减
负清单，健全教师减负长效机
制，努力营造教师潜心育人、社
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六是抓治理，促公平。制定
并执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实施方案，设立招生入学资审
点，落实好公办民办同步招生制
度，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全覆盖，持续消除“大班额”，“大
班额”占比控制在2%以内，为老
百姓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七是抓内涵，强特色。加强
统筹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加快

高中建设，不断扩大学校办学规
模，不断增强办学实力。推进普
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完成1所
陕西省普通高中示范学校、创建
2所西安市普通高中特色学校，
大力推进普通高中多元办学、多
样培养与特色发展。

八是抓规范,强普惠。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在90%，持
续保持公办园占比和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双50%”工作成效
和无证幼儿园“清零”成果，提升
幼儿园规范办园水平。建立2所
融合幼儿园，创建1所市一级幼
儿园，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
达到82%。

九是抓提升，促发展。确
保西安综合职专通过省级中职
学校“双达标”验收，持续推进
产教融合和“双师型”教师占比
提升。加强社区教育特色项目
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
加快创建形成“城市 15分钟便
民教育圈”，满足社区居民教育
学习需求。

十是抓五育，强素质。创建
10所市级体育艺术特色校，命名
表彰 10所“五育”并举发展学
校。深化学校体育、美育、劳动
教育综合改革，开展丰富多彩的
体育艺术活动，改进评价方式方
法，狠抓“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2月
20日，西咸新区召开 2021开新
局谱新篇动员部署暨追赶超越
推进大会，西安市政协主席、西
咸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华峰出席
并讲话。会上，西咸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姚海军宣读
了《关于表彰 2020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获奖代表依次上台领
奖。沣东新城三桥街办、园办、
新区生态环境局、泾河新城和沣
西新城分别围绕2021年重点工
作进行发言。

岳华峰表示，今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新区发展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要坚持
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作为基本

路径，坚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改革创新作为发展基
石，坚持把生态环境、宜居环境、
营商环境作为关键抓手，实现西
安市十项重点工作取得新突破，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岳华峰要求，要以更大力度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建
设好西部科技创新港，在物理载
体建设、创新生态优化、创新资
源聚集上尽快实现突破；要以更
强魄力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进
重点领域改革，推行“亩均论英
雄”，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大
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抓好国
际航空枢纽建设，全力保障机场

三期工程；要以更强决心加快现
代产业聚集，全力抓工业特别是
先进制造业，狠抓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加快做大增量、有序做
优存量；要以更高标准提升城市
品质形象，落实“三个圈层”品质
标准，不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大力推进重点板块连片开发，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以更
细举措深化“三个环境”建设，高标
准推进“三河一山”绿道建设，加快
打造“无煤城市”“无废城市”，突出
抓好学校、医院、养老、托幼等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更加深入提升营商
环境；要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和安
全感，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和迎全运
会工作，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
兴，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民生
保障和社会治理。要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持续提升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扎实开展建党100周年纪念
活动，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以更
大力度抓作风，筑牢追赶超越组织
保障。

西安市委常委、西咸新区管
委会主任康军强调，要坚持“拼”
字当头、“干”字当先、“实”字为
要，坚持用数字说话、用进度说
话、用实绩说话，发扬“三牛”精
神，围绕推动西部科技创新港建
设、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
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强力提
升城市品质、抓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守牢
安全发展底线红线，奋力夺取

“十四五”开门红、全年红。

春节假期
更多女性忙“脱单”

本报讯（记者任荣）2月20日，百合佳
缘集团发布了《2021年春节假期大数据》。
从数据来看，新增注册用户中女性比例不
断上升。节前，百合婚恋APP的男女注册
比例为74%：26%，单身男性数量远远超过
女性。然而，这个数据在春节期间却发生
变化，其中女性新增注册比例迅速上升，男
女比例达到了56%：44%。

在世纪佳缘APP中，节前注册用户区
域占比前三位，分别是东北、华中、华南；春
节期间华南地区再次掉队，华北跃进了第
三名。

第三方数据中心比达咨询发布的
《2020年互联网中国婚恋交友平台市场研
究报告》显示，随着90后、95后成为相亲的
主力军，互动化、娱乐化、个性化将会是婚
恋模式的必然趋势。

瑞能煤业让创新创效
成为新时尚

本报讯（邵庆芳记者王媚）三联辊支
撑架、锚索固定卡槽、切断机定量，这些装
置通过修旧利废，为黄陵矿业瑞能煤业开
展创新工作取得新成果。2020年下半年，
瑞能煤业涌现出陈鹏军、郑伟光、邢金洋等
创新创效达人，仅修复刮板输送机中部槽
一项，累计节约成本20余万元。此外，通过
加强管理和制度激发创新活力，过“紧日
子”的观念已融入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大
大降低了材料费用，一些废料在爱琢磨的
员工看来就是宝贝。

在一间狭小的库房里，堆满了污渍的
废旧设备，技术人员穿着沾满煤灰的工服，
不肯轻易丢掉一个零部件，而是让废旧物
料又有了新的光彩。SGZ630/320刮板输送
机中部槽修复、扫煤器改造、矿用调度绞车
技术革新等10余项新成果，给生产、检修提
供很大便利。

本报讯（记者周婷婷）“观众朋友
大家早上好……”近日，随着两位学
生主持人的开场，沣西新城首个农村
学校校园电视台——大王中心学校

“小凤凰”电视台首期节目正式开播。
“小凤凰”电视台以报道校园时

讯为主，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完成播
报、采编、主持等系列工作，不仅丰富
学校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还增进师生感情，让校园文化生活充
满温情。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主持人，
校园电视台为我们搭建了锻炼和学
习的平台，在这里，我了解了新闻制
作一般流程，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
我觉得自己离实现梦想又靠近了一
步。”学生记者赵皓涵说。

大王中心学校负责人表示，“小
凤凰”电视台立足于校园、服务于师
生，成为记录校园生活，展示师生风

采，展现校园文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的教育平台。

据悉，“小凤凰”电视台的成功
搭建得益于学校教学楼的扩建和教学
设备的更新。2020年9月，大王中心校
综合楼建成投运，设置6个普通教室，以
及多媒体教室、科技室、劳技室、计算机
教室、电子书法教室、校园电视台等多
个功能部室，是学校多媒体设备、多功
能教育的主阵地。该综合楼是2020年
西安市基础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重点项
目，是落实西咸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品质提升工作重点工程，有效解决大王
中心学校教学空间不足问题，促进辖区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薄弱
学校品质提升工作，重点改善提升南
部片区学校办学条件，促进新城基础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沣西新城教育
卫体局负责人表示。

2021年
碑林教育这么干

夺取“十四五”开门红
西咸新区召开2021动员部署暨追赶超越推进大会

选购食品注意安全保留证据

“小凤凰”电视台播出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