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周梦 组版：张微霞 校检：陈静席波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www.sanqin.comＡ17城事

本报讯（记者 张维）记者
昨日从农高会筹委会获悉，根
据《第二十八届中国杨凌农业
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总体实
施方案》，本届农高会共设4个
室内展馆、4个室外展区，总展
览面积20万平方米。

A馆

中国西部国际果业博览
会。展览面积 1.2万平方米，
标准展位250个。举办西部十
二省（区、市）和山东、河南、广
东等水果大省优质特色果业
品种、苗木、加工品、社会化服
务等全产业链专题展览活动。

B馆

现代农业产业展。展览面
积1.5万平方米，标准展位600
个。举办现代种业、设施农业、
节水灌溉、智慧农业、植保肥
料、林木种苗等专题展览。

C馆

农业高新科技展。展览
面积 1.5万平方米，标准展位
450 个。举办国家知识产权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展、中
科院农业高新技术展、国家林

草局林业实用技术展、主宾省
（区）展、各省（区、市）农业高
新技术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成果展、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科
技服务专题展、后稷特别奖专
题展。

D馆

国际农业合作展、乡村振
兴展。展览面积 2.3 万平方
米，标准展位 500个。以上合
组织国家为重点，举办上合组
织国家农业展、跨境电商展、
国际种业展、自贸区展、外国
企业高新科技和农业合作交
流展。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举
办陕西各市乡村振兴成果展、
杨凌农科展、水利新技术展、
农村改厕技术及产品展、林业
发展成就展、乡村旅游展、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展、陕西供销
系统产品展。设云上农高会
展示体验区，开展云上参展观
展导览、现场直播、线上推广
等活动。

E区

现代农业装备展区。展览
面积3万平方米，标准展位300
个。举办智能农业耕作机械、
收获机械、植保机械、设施农业

机械、园林器械设备、畜牧养殖
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高效
节水技术及设备、农用航空技
术装备的展示交易活动。

F区

众创田园展区。面积1万
平方米。举办秦创原农业板
块创新驱动平台展示、农业创
新创业项目和成果的展示、路
演、推介等活动。

G区

种子产业园暨西部（杨
凌）农业服务大市场精品农资
展区。面积1万平方米。主要
举办农作物良种、经济作物良
种、精品农资等新品种、新产
品的展示交易活动。

H区

室外参观体验区。面积
8.5 万平方米。以现代农业
国际交流培训示范中心、杨
凌农作物新品种中试（展示）
基地、智慧农业示范园、高科
农业体验园、职业农民创业
创新园等为重点，展示体验
现代农业新技术、新理念、新
业态、新模式。

“经营农家乐的收入是之
前在超市打工的两倍。”董岭
村主干道一旁的小桥边，有一
户精致的“小桥别院”，村民刘
宏利经营着这家农家乐。和
许多村民一样，刘宏利也曾外
出打工，可这几年村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于是下定决心
从西安一家超市辞职，回村专
心经营起农家乐，生意越做越
红火。

董岭村地处蓝田县小寨
镇，距西安市主城区 40公里，
距蓝田县城约 10公里，毗邻
环 山 路 ，交 通 便 利 ，依 托
AAAA 级风景区白鹿原影视
基地，旅游资源丰富。全村总
面积约 10832亩，共有 345户
1285 人，其中党员有 50 人。
2016 年，董岭村开始了土地
经营权比例化股份制改革，盘
活了全村的闲置资源，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该村率先在全
省开展农村土地产权比例化
制度改革，将资源变为资产、
资金变为股金、村民变为股
东，实现了土地集约、资本集
中、利益共享。“通过‘三变’改
革，形成了归属清晰、权能完
整的产权构架，既为社会资本
的融入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
村上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提
供了经济保证。”提到“三变”
带来的好处时，村党支部书记
李田利说。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董岭村通过实施集中移民

搬迁、改善提升人居环境、着
力建设美丽乡村，一改昔日贫
瘠落后面貌，实现了村容村貌
整洁、乡风文明和谐、生态环
境优美、特色产业突出、基层
治理有效的新形象。随着环
山路修通，董岭村吸引了大量
游客。乘着旅游业发展的东
风，董岭村产业发展更加多
样，新思路带来新气象。董岭
村仅住宿一项每年就为村民
人均创收4057元。2020年，全
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
万元。这个曾因年轻人常年
外出打工而形成的“空心村”，
如今已是灯火明亮，焕发出蓬
勃活力。

2020年，刘宏利的小家庭

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如今一
家人其乐融融。刘宏利一家
小康生活变化的背后，是蓝田
董岭村“三变”赋能乡村振兴
发展的缩影。

董岭村党支部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下乡村治理有效实
现方式和途径，通过各类组织
充分发挥作用，厚植特色文
化，培育文明村民，营造文明、
和谐、积极、健康的优良乡风，
满足全体村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我生活在董岭村大半
辈子了，现在是我感到最幸福
的日子！”今年已经 80多岁的
老人刘贵英的话，就是董岭村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真实感
受。 本报记者张利平

本报讯（刘瑞芳 金丽娜 记者 陶颖）
受脊前西北气流控制，近期西安地区天
气晴朗少云，太阳辐射比较强，气温上
升快，因此大家体感温度仍然偏高，9月
14日 17时，西安市国家站监测到气温在
30.5～32℃之间，最高温 32℃出现在西
安市长安区。晴朗天气持续到 15日，受
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共同影响，
15 日傍晚至 19 日西安市为阴雨时段。
西安市即将进入多雨时段，提醒大家驾
车出行要注意躲开低洼地区，注意行车
安全。

据预报，15日：多云转阴天，偏西地区
有阵雨，19～30℃；15日晚到 16日：阵雨

转小到中雨，19～25℃；16日晚到 17日：
阴天有小雨，18～22℃。

15 日：榆林阴天，延安多云转阴
天，陕北中西部有小雨，西部部分地方
有中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阴天，大
部分地方有小雨，西部部分地方有中
雨，汉中西部局地有大雨。关中东部、
陕南东部多云。16 日：陕北小到中雨
转多云，关中、陕南阴天，有小到中雨，
关中西部局地有大雨，汉中中部有大
雨，局地有暴雨。17 日：全省阴天，陕
北南部、关中东部有小阵雨，陕南大部
有小到中雨，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局
地有暴雨。

本报铜川讯（通讯员石磊记者袁靓）
9月11日晚，铜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
队二中队民警在执行巡逻任务中，及时救
助一名因饮酒过量醉倒摔伤在路边的男
子，赢得过往群众好评。

据该中队民警李达介绍，当晚8时40
分，他带领辅警巡逻至辖区二马路宜园桥
附近时，发现一男子躺倒在路边，头部疑
似摔伤并伴有出血，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见此，他们立即与 120急救中心取得联
系，告知该男子伤情及现状，同时通过询
问围观群众积极查找与伤者相识人员，并
及时与其家属取得联系。

随后，急救人员赶到后经初步检查，
伤者系醉酒后摔伤，幸亏发现及时、止血
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医护人员
简单包扎处理后，该男子意识逐渐清醒并
由家属带回家中。

铜川交警巡逻途中救助摔伤醉汉

本报讯（记者陶颖）9月13日一早，市
民王女士手捧绣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
字样的锦旗，来到西安公交集团第八分公
司西蓝旅游专线蓝田调度站，将锦旗交至
工作人员手中。

原来，王女士的丈夫唐先生 9月 9日
下午在纺织城枢纽站乘坐西蓝旅游专线
到蓝田主站下车，途中实在太困，他打了
会盹，回到家中，唐先生忽然发现随身携
带的手提包不见了，仔细一想，确定是落
在了车上，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来到西
蓝旅游专线蓝田调度站，当班调度员王

甲一边安慰唐先生不要着急，一边联系
纺织城枢纽站调度员金燕子运用智能调
度平台指令查找，很快，就联系到了唐先
生乘坐车辆的驾驶员李西鹏，李西鹏在
车内仔细查找，最终在后排座椅下找到
了唐先生落下的手提包，车行至终点站，
驾驶员将手提包交到调度员金燕子
手中。

一个多小时后，焦急等待的唐先
生领回了自己落在车上的手提包，离
开时，唐先生向热心的公交人连连
道谢。

乘客手提包落车上 公交人物归原主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按照最新疫情
防控工作安排，西安碑林博物馆自 9月
15日起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每日 8:00-
17:45。

恢复开放后，该馆全面执行“线上购
票、分时预约、错峰限流”政策，每
日接待人数不超过3000人。游客
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西安碑
林博物馆”或美团、携程提前预约
购票。游客在入馆参观时应自觉
做到“戴口罩、一米线、不聚集、不
扎堆”，出示健康码、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购票二维码，配合体温测量，做好
自身防护。馆区暂时不接待中高风险地
区及所在城市( 含 14天内旅居史)游客。
在游览期间有任何疑问或者需要帮助，请
致电游客咨询电话: 029-87253331。

西安碑林博物馆恢复开放
每日接待人数不超过3000人

本报讯（记者张蓉）9月13日
下午，碑林区第 24届全国推广普
通话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雁塔
路小学举行，本次启动仪式首次
通过直播平台向全区各成员单
位、各校园同步直播。本届推普
周的主题是“普通话诵百年伟业，
规范字写时代新篇”。

启动仪式上，西安市第八中学
语文教师、第八十六中学学生诵读
团和大学南路小学诵读社团的同
学们还分别展示了诗词讲解、经典
诵读等节目。此次推普周启动仪
式组织有力，内容丰富，开局良好，
必将有力推动碑林区语言文字工
作深入而广泛地开展。

美丽董岭村

农高会八大展馆展区
带你享“农业盛宴”

蓝田董岭村：

“三变”赋能乡村振兴

西安即将进入多雨时段

碑林区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启动

走进乡村看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