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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地处中国地理版图的
几何中心，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
突破6000公里，基本实现县县
通高速公路。

那么陕西能否借鉴其他省
市做法，尝试将高速公路服务
区给城镇开扇门，打破“封闭”
状态，融入区域经济，让远方的
客人能留下来，成为小城镇发
展新增长点。

2015年 3月，全国两会召
开期间，三秦都市报采访经济
学博士霍炳男，率先推出重磅
报道《高速公路服务区应给城
镇开扇“门”》，详细阐释了其

“依托高速服务区，推动就近城
镇化”观点，提出“高速公路服
务区应打造成开放的综合体”。

近日，记者再次采访霍炳
男，并就《高速公路建设对城镇
化发展的影响研究》探讨，以高
速公路服务区建设为依托，探

索小城镇发展新增长点。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服务

区主要为通行人员和车辆服
务，多以住宿、停车、餐饮、加油
等为主业，定位与功能相对简
单。”霍炳男认为，利用现有高
速公路服务区的人流、物流、资
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资源，
在优化城乡产业布局、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节约农地资源等
方面积极探索，构建以高速公
路网为骨架、“点线面”相结合
的经济廊带和产业空间，有利
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小城镇
发展。

“2017年2月,国家六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交通运输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探索‘服务区+文旅’产业融
合创新，构建‘快进慢出式’服务
区的集中尝试。”霍炳男说，江
苏、山东、广东等高速公路资源
富集省份开始着手进行探索。

时至今日，苏州、常州、无锡、广
东恩平、山东文昌湖等服务区
等自修建开放以来，均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霍炳男说，在地理位置优
越、周边环绕村镇的高速公路
服务区有选择性的建设小城镇
或城镇新区，有利于充分利用
现有基础设施，发挥区位优势，
降低城镇建设成本，合理引导
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实现就地就近城
镇化；有利于利用交通便利的
优势形成集聚效应，吸引人流、
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
为城镇化增添动力；有利于建
设仓储物流中心，既疏解城镇
中心地段资源环境压力和交通
压力，又降低物流成本和租赁
成本，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企
业效益。

“高速公路服务区发展应
打破‘封闭式’思维，融入地方

经济，成为沿线城市形象展示
的‘微窗口’。”霍炳男认为，除
大家惯性思维所认知的“高速
公路具备快速通行功能，拥有
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

“感性判断”外，作为一项政府
决策其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如
何选择并利用“存量资源”等问
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陕西地处中国地理版图
的几何中心，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
突破6000公里，基本实现县县
通高速公路。同时，陕西从陕
北到关中再到陕南，文旅资源
丰厚、特色农产品丰富。”霍炳
男表示，陕西高速公路服务区
无论是区位优势还是资源优
势，都是得天独厚的，如秦岭服
务区、延安服务区、临潼服务
区、长武服务区等，完全具备利
用的可能。

本报记者赵明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2020
年“雁归西安”返乡入乡创业暨
就业扶贫日专项活动昨日举行。

“雁归西安”活动围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重点为返乡农民工等
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送岗
位，集中展示了近年来西安市就
业扶贫成绩和就业脱贫成果。

活动现场，为 8个“创业担

保贷款信用乡村”授牌，还向8名
农村创业者发放创业贷款 160
万元，并为 2020年新聘任的西
安市创业导师代表颁发聘书。
现场还举办了专场招聘会，79家
企业现场提供汽车制造、机械制
造、运输物流、酒店餐饮、零售行
业等5728个适合农村劳动力的
就业岗位，其中 28家江苏企业
提供岗位710个。

与往年活动相比，今年活动
还增加了扶贫产品消费体验，并
组织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义诊，
还有技能培训机构展示培训项
目，并现场接受培训登记。

10月 17日线下活动后，还
将于 10月 19日至 22日组织相
关线上活动，通过西安市人社局
官方网站举办直播带岗、在线技
能培训、在线招聘会以及扶贫创

业典型宣传、政策宣传等。
据悉，自 2017年举办首届

“雁归西安”活动以来，西安市就
业扶贫工作成效显著，转移就
业、自主创业和技能培训3项主
要目标任务超额完成。截至
2020年 9月底，全市 11.87万贫
困劳动力实现了就业脱贫，5.9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至少一
户一人就业”。

“雁归西安”助11.87万贫困劳动力就业脱贫

本报讯（记者陶颖）继10月16日
的好天气后，昨日，西安又迎来一个好
天气，在暖阳、蓝天的诱惑下，不少市民
走出家门。截至15时40分，西安市大
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接近20℃。但阳
光虽好，早晚温差却超过10℃，未来几
天，温差依旧较大，提醒大家要多注意
穿衣。

昨日16时，西安市气象台发布“三
秋”专题预报：受偏北气流影响，近期西
安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温差较大。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7～17℃；今晚
到19日：阴天转多云，8～19℃；20日：
阴天间多云，9～18℃。

预计未来几天西安市以多云天气
为主，适宜“三秋”工作的开展，建议各
地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晾晒，并进
行秋播工作。

18日：陕北阴天转多云，陕北南部
有小雨，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19日：
全省晴天转多云。20日：全省多云间
阴天，汉中南部、安康南部有小雨。21
日：全省多云间晴天，陕北、关中北部日
平均气温下降6-8℃，并伴有4-5级偏
北风。22-23日：全省多云间晴天。

西安近期多云为主
早晚温差较大

本报讯（记者 陶颖）驾车驶入场
站，检查车辆时，205路171056号驾驶
员盛佳豪在车内发现一个褐色钱包，当
晚，失主来到场站，领回钱包。

10月15日20时许，盛佳豪驾驶公
交车驶入南三环公交场站，当时天色已
晚，在车内进行检查时，借着微弱的灯
光，他看到后方车门附近一座位下有一
个褐色钱包。“钱包里装有6300元现金
及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由于我下一
趟发车时间就要到了，便将钱包交到了
调度站。”盛佳豪说。

很快，调度站接到了失主电话。16
日下午，失主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一下
车就发现钱包落在了车上，查询拨打了
西安公交集团电话，说明情况后对方给
了他205路公交调度站电话，很快就联
系到了。随后，刘先生前往调度站，领
回了钱包。

钱包落公交上
幸被司机捡获

本报讯（王勇涛记者陶颖）10月
16日，曹女士来到西安公交集团第七
分公司 182路调度站，送上一面写着

“用心温暖千家万户 用爱服务老弱病
残”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她表示，要好
好感谢一下182路驾驶员们细致周到
的服务。

原来，自2019年曹女士的母亲被
查出尿毒症，每周二、周五必去长安医
院做透析，今年由于不慎摔伤，不能再
独立行走，出门需要轮椅代步，去医院
成了她们一家的难题。

“家属院的老人知道我们总要去长
安医院，就建议坐182路，说182路的驾
驶员们可好了。最初，我们担心带着坐
轮椅的母亲搭乘公交上下车不方便，会
给司机师傅和其他乘客带来麻烦。”曹
女士说，没成想，坐了之后，就感受到了
浓浓的暖意。

从那天后，她们去医院，多次感受
到了 182路驾驶员的暖心服务。16
日，曹女士来到182路调度站，由衷地
感谢182路的全体驾驶员。“是你们让
我和家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爱。”曹女
士表示。

我省今年高职扩招报名及考试录取办法公布

考生可申请多所学校

陕西高速公路服务区
可否成为小城镇发展新增长点

驾驶员用心服务
乘客送锦旗感谢

我省今年高职将扩
大招生16.4万人，如何报
名和考试？录取注册有
啥要求？10月 17日省教
育考试院及省招生办公
布高职扩招专项报名及
考试录取办法。明确高
职扩招考生申请报考学
校数量不限，但录取报到
注册只能选择一所被录
取的学校。

考生10月28日8时30分至
10月30日24时，根据各招生学
校高职扩招专项招生计划和招
生章程，依据本人意愿，登录高
职教育分类考试招生网管理平
台，向有关招生学校提出入学
申请，考生可申请招生学校的
数量不限。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招
生学校对不同生源类型组织测

试考核。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
和中职毕业生，采取“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考试方式，文化素质
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或各校组织的文化考试成
绩，职业技能成绩使用各校组
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
业技能测试成绩。对于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
素质农民、企业员工和基层农

技人员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
各校根据学校基本培养要求，
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
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依据
测试成绩录取。对于符合免试
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招生学
校予以免试录取；对于获得相关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证书的
人员，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
技能测试。

不同类型考生考试方式有差异1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强
调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各招
生学校须于 11月 6日 17时前，
将本校预录取考生信息通过高
职教育分类考试招生网上管理
平台报送省招办，并将预录取
考生名单（必须包括考生姓名、
预录取专业、毕业学校等基本
信息）在本校网站上公示。预
录取阶段，招生学校不得以任

何理由向预录取考生发放任何
形式的录取通知书。招生学校
安排新生到校报到注册的截止
时间不得晚于 11 月 11 日 17
时。被多所招生学校预录取的
考生，只能自主选定1所学校报
到注册。

新生报到注册必须持本人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到校现场确
认。未在 11月 11日 17时前到

任何预录取学校报到注册的考
生，其预录取资格自动取消。
考生到校报到注册后，经省招
办核准办理正式录取备案手续
并公示，是认定考生录取资格
的唯一依据。高职扩招录取的
新生，其招生性质、毕业文凭
等，与参加高考统考录取的新
生完全相同。

本报记者张彦刚

只能选择一所被录取学校报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