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编辑：马智峰 组版：张微霞 校检：公大年刘文冬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www.sanqin.comＡ8城事

本报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 1号 邮编：710054 售价每份 1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61010020170002 陕西日报印刷厂承印 本报部分图片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按照西
安市 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
学政策相关规定，从 6月 10日 9时
至 24日 17时进行小学、初中入学
信息审核，6月 11日 8时至 25日
18时进行全市民办小学、民办初
中网上报名。西安市教育局提醒
考生家长，选择民办小学和民办
初中每名学生只能选择一所
学校。

据悉，按照西安市今年义务教
育招生公办民办学校同步登记报
名、同步招生录取的要求，西安市
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统一
在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
平台（http:// www.xaywjy.com）（简
称“招生平台”）登记报名，按“先入
学信息审核、后登记报名”的程序
进行。

学生和家长登录本区县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门户网站或西安市教
育局门户网站、招生平台及其微信
公众号（xaywjy）下载并填写《西安
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
表》，按照所在区县、开发区教育局
工作安排，携带相关入学资料，到对
应学区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或审核
点进行入学信息审核，填报意愿学
校。入学信息审核通过后，由学校
或审核点录入学生基本信息，取得
《西安市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登记报名告知书及报名条》（以下简
称“报名条”）。选择在公办学校就
读的，不再进行网上报名。选择民
办学校的，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报
名条”所载信息登录招生平台进行
网上报名，每名学生选报一所民办
学校。民办学校网上报名时，在提
交确认前可以修改，报名信息提交
确认后不能更改。

6月26日12时公布民办小学、
民办初中报名人数。6月 27日到
7月 7日各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招
生。6月 27日 9时，各区县及开发
区教育局，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组织电脑随机录
取（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
招生计划的，直接全部录取），并公
布录取结果和剩余计划数。

各区县、开发区电脑随机录取
结束后，现场将录取结果上传至招
生平台，招生平台通过其微信公众
号或手机短信告知学生家长录取
结果。全市电脑随机录取结束后，
学生及家长也可凭报名号和密码
登录招生平台查询录取结果。未
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由各区
县、开发区教育局安排到对应学区
公办学校，若无空余学位，统筹安
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入学。

西安民办小学初中招生
今起网上报名
提醒:每生只能选择一所学校

6月 7日起，火车站南广场短
期关闭旅客进出站口，所有旅客均
需在北广场进出站，为方便旅客进
站乘车，西安城投集团下属市公交
集团第六分公司开通 46 路区间
车，由火车站南广场直达北广场，
始发站点设在解放饭店门口。配
车数9部，发车时间6:00，收车时间
23：00。

5 月 31 日起，火车站北广场
正式启用，实现了旅客北进北
出，为方便北广场旅客公交出
行，西安公交集团同日调整 2路、
22路、36路、39路、46路、200路、
206路、214路、243路、290路、309
路、528路、616路、全运 8号线 14
条公交线路至火车站北。6月 7
日起，火车站南广场短期关闭旅
客进出站口，所有旅客均需在北

广场进出站。在此期间，乘坐至
“火车站”“火车站东”“火车站
西”的进站旅客，需提前在“五路
口”“北关”“大华·1935”等 14个
公交站点换乘以上 14 条公交线
路至火车站。

乘坐 13路、42路、105路、201
路、240路、500路、517路、611路的
进站旅客可在解放路路东（东八路
以南）“火车站”站换乘 46路、309
路至“火车站北”。

乘坐 5路、14路、25路、40路、
41路、258路、602路、607路的进站
旅客可在“五路口”站换乘 46路、
309路至“火车站北”。

乘坐 6路、603路、608路的进
站旅客可在“钟楼南”站换乘 46
路、616路至“火车站北”。

本报记者陶颖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9
日上午，公交五公司开展了一场特
殊的消防比武，120余名来自五公
司辖区内各个公交场站、站房的后
勤工作人员同场竞技，比拼消防技
能。在“灭火毯计时灭火”“灭火器
接力灭火”“消防龙带安装”三项比
赛中，各参赛队员沉着冷静、相互
配合、动作娴熟。“灭火毯扑盖油
锅”稳准迅速，“干粉灭火器传递、
运动中灭火”精准干练，“甩龙带、
跑动接口、定点喷射”一气呵成。
最终，五公司保卫科以三项用时最

短、差错最少夺得第一名。
公交五公司除进行消防比武

外，还邀请公交分局五大队民警冯
波，就公交反恐防暴、车内突发事件
处置等内容进行讲解，并通过观看
案例视频、现场答题、帐篷逃生等形
式，提升后勤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
和减少公交场站火灾事故发生。

当日，公交一公司也召开了
2021年安全生产月动员大会暨“迎
十四运安全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活
动。活动以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为抓手，以“落实安全
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围绕
模拟十字路口礼让斑马线、交通事
故处理流程、反恐防暴、灭火器的
使用、突发事件“十六”字应急处置
等项目进行实操演练，并对公交车
盲区、车辆卫生进行观摩学习。参
加活动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安全
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以后
的工作中要更加在行动上全力维
护安全生产的稳定，以饱满的工作
热情迎接十四运。

文/图 本报记者陶颖

公交公司开展消防比武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市气象
台昨日发布“端午节”假期专题预
报。同时记者了解到，6月中旬我
省多降雨天气，陕北中部和陕南
累计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省以降
水天气为主，多对流性天气。6月
12日：全省阴天，陕北、关中有小
雨或阵雨，陕南有小到中雨；13
日：全省阴天，陕北、关中有小雨
或阵雨，陕南有小到中雨，南部局
地有大雨；14日：全省小到中雨，
陕北西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
大雨，陕北西部局地暴雨。

预计端午节期间，西安市以阴
雨天气为主，多对流性降水。6月
12日：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
雨或雷阵雨；13日：阴天有小雨或
阵雨；14日：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
大雨。

昨日 16时 30分陕西省气象
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6月中旬我
省多降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6
月 12-13日，6月 14-15日和 6月
17-19日。中旬累计降水量：陕北
10～100毫米，关中25～100毫米，

陕南60～150毫米，中旬全省大部
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偏多 4～7成。
过程对流性强，将出现短时强降
雨（小时降雨量10～30毫米，局地
超过 5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西安市气象台昨 17时 20分
发布重要天气报告：6月中旬西安
市多降雨天气，全市大部分地区
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多5~7成，主
要降雨时段是 6月 12-13日，14-
15日和17-19日，过程累计降水量
30～80毫米。过程中对流性天气
频发，将出现短时强降雨（小时降
雨量10～3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
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如下：12-13日：阴
天有小雨，局地有小到中雨（累计
雨量1~10毫米），以分散对流性降
水为主。14-15日：阴天有小到中
雨，局地大雨（累计雨量 20~50毫
米）。过程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
强，小时降水强度大。17-19日：
阴天有小到中雨（累计雨量 5-20
毫米）。

本报记者陶颖

端午假期全省大部多雨

本报商洛讯（朱恢军党梁记者
冀晖）6 月 2 日，艳阳高照，走进
柞水县天悦府住宅小区项目建
设现场，只见建筑工人正在紧张
忙碌地施工着，这是柞水县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柞水县统筹安排、扎实部署以促
发展，截至目前，总投资 346 亿
元项目建设进度均达到节点要
求，新招引的 36 个项目落地 10
个，已到位资金 15亿元，各项经
济指标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实现了“十四五”高点起步、

良好开局。
该县深入开展“项目建设提

升年活动”，持续落实“六个一”推
进机制，28名县级领导每周就包
抓项目的“成绩表”“问题单”向县
委、县政府专题汇报，及时跟进对
接，全面破解瓶颈，力促未开工及
欠进度项目 6月底前全面赶超计
划进度；聚焦新材料、医药健康、
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现代服务

“五大产业体系”谋项目、延链条、
建体系，确保项目有序接替。加
强丝博会签约项目跟踪对接，确
保合同项目履约率达 100%，开工

率达 60%以上。
同时，该县还制定出台《营商

环境奖惩办法》，深入开展客商评
议股室长、副局长活动，着力构建
一流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快推进第二批 136项
审批事项划转移交，做到市场准
入类事项审批随到随办、当场出
证；全力当好秦岭生态卫士，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深入排查整治秦岭“五乱”问题，
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
随交随办、全面整改，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能力。

柞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出新招

6月10日，西安交警发布端午
交通出行预测，市民近郊游和短
途游较多，市区交通与日常周末
相仿，高速流量略增，绕城和西
临、西柞及城市主要出入口早晚
短时流量增加。

交警预判端午节假期交通平
稳，市区近郊周边纳凉避暑游玩
会有所上升，环山路沿线、峪口周
边农家乐、白鹿仓、长安公园、樊
川公园、渭河城市运动公园、三河
一山等景点都将成为出行热点，
9：00-10：00、17:00-20:00 将出现
驼峰式出行和返程小高峰。晚
间：钟鼓楼、城墙、大雁塔、曲江、
奥体中心灯光秀、喷泉以及特色
节目等将吸引人们前往，届时周
边道路流量将上升。同时，水上
乐园逐步开放，华夏文旅、乐华
城、中华郡、海泉湾、海洋馆等处
流量增大。因停车位有限，华夏

文旅、樊川公园、大唐不夜城周边
易因违停、停车等候引发拥堵，届
时执勤交警将视情况采取临时
管控。

西安交警强化管控措施保安
全畅通，强化市区一环、二环、南
北中轴线等主要干道以及重点景
区周边道路的巡查力度，以及铁
骑勤务快速反应，确保发生事故、
坏车、拥堵等紧急警情时第一时
间到达处置。指挥中心将加强研
判，及时发布预警，确保重点地区
和周边大队的联动响应和科学分
流管控。同时，将积极同自媒体
和广播电视媒体连线，加大微信、
微博对行车、拥堵、停车场等信息
的发布，强化路况发布。节日期
间，我省将禁止危化品车辆 6时-
21时通行高速公路，确保高速安
全畅通。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西安交警发布端午假期交通出行预测

市区近郊纳凉避暑游将上升

46路增开区间车
由火车站南广场直达北广场

端午假期民生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