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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文件，涵盖了巩固提升“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以及
需要调整优化的资金使用管理、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驻村帮扶、
小额信贷等，形成了有效衔接政
策保障体系。
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完善细
化。在全省大力推行风险摸排
网格化、监测预警信息化“两化
管 理 ”，通 过 全 程 监 管、清 单 交
办、精准帮扶等举措，坚决守住
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目前，
全省纳入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全部
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资金保障持续加强。今年

中央下达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69.5 亿元、省
级预算安排衔接补助资金 43.2
亿元已全部拨付到县。
帮扶力量调整优化。健全常
态化驻村工作机制，全省共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
25155 名，组成驻村工作队 8228
支，保持了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深化苏陕协作，推动两省由
扶贫协作向全方位战略合作转型
升级，今年江苏 25.31 亿元省级财
政帮扶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实施
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投
放小额信贷 24.5 亿元。脱贫劳

作为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
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残特奥
会的运动员都有哪些要求？比赛项目又
是如何设置的呢？
残疾类别包括：1. 肢体残疾；2. 视力残
疾；3. 听力残疾；4. 智力残疾。视力残疾项
目：盲人门球、盲人足球、盲人柔道、盲人
乒乓球(田径、游泳、自行车、赛艇、象棋)。
肢体残疾（截肢及其他残疾）项目：坐排、田
径、游泳、自行车、赛艇、乒乓球、羽毛球、射
击、射箭、举重。脊髓损伤（轮椅）项目：轮
椅篮球、轮椅网球、轮椅击剑、轮椅冰壶、飞
镖(田径、游泳、自行车、赛艇、乒乓球、羽毛
球、举重、射击、射箭）。脑瘫项目：硬地滚
球(田径、游泳、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
智力残疾项目：国际智力残疾人运动联合
会设立了田径、游泳、乒乓球；国际特奥会
设立了九项：轮滑、滚球、田径、游泳、羽毛
球、篮球、足球、乒乓球、举重。
为保证比赛中尽可能公平、公正、安
全，要对参赛运动员的残疾情况和运动能
力进行评价，将残疾程度或运动能力差不
多的运动员尽可能分在一起比赛。
同时，各项目类别分别有字母表示：
比如 S 代表游泳，其中 S 代表自由泳、仰泳
和蝶泳，SB 代表蛙泳，SM 代表混合泳；T 代
表径赛，但是，以 T 打头，不见得全是指径
赛，因为跳高和跳远的残疾人项目也以 T
打头；F 代表田赛。
在一些项目上会配备竞赛辅助人员，
比如田径项目（领跑员）、硬地滚球项目
（BC3 级协助者）、自行车项目（领骑员）、盲
人足球项目（守门员）、赛艇项目（舵手）、
雪上项目（领滑员）等。 本报记者 王娇莉

动力实现就业 210.87 万人。
下一步，陕西省乡村振兴系
统将全面推动从解决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
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
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思路
是，坚持“守底线、抓衔接、促振
兴”一条主线，强化政策、机制、
队伍三大保障，抓紧抓实规划引
领、动态监测、后续扶持、产业就
业、乡村建设、社会动员六项重
点任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基础。

西安上半年生产总值达 5099.62 亿元
本报讯（记者 艾莉）10 月 13
日，
“奋力谱写西安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在西安市
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西安市发
改委副主任冉红斌就西安市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
绍。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
安市生产总值达到 5099.62 亿元，
同 比 增 长 7.8%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3%，高于全省 0.5 个百分点，顺
利实现“双过半”，占全省比重达
到 37.9%。1—8 月，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5%，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3.6%，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
费品零售额 1625.66 亿元、增长

10.4%，进出口总值 2873.58 亿元、
增长26.4%，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
合理区间，两年平均增速位居全
省前列。
西安市积极推进秦创原创
新驱动平台建设，深入推动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和国家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建
设，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
持在 5%以上，始终居于全国前
列。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等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
顺利，国家超算（西安）中心预计
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行。今年
1—9 月，新增上市 5 家科技型企

业，新认定 81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市级以上众创载体达到 300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增长 14.9%。
西安市坚决扛起了保护秦岭
生态环境的政治责任，峪口峪道综
合治理成效明显，彻底关闭112座
矿山、退出拆除小水电站50座，建
成数字秦岭“1+7+N”综合监管平
台。2020年底，
西安市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到 11.85 平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到48%，今年上半年新增城
市绿地1241.5万平方米，
幸福林带
建成开放，
“三河一山”205 公里绿
道基本贯通。

西安市坚持以建设“一带一
路”综合试验区为突破，着力做大
开放载体、做优开放通道、做好开
放平台、做强开放产业。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加快推进，首发长安
号跨境电商出口专列，中欧班列长
安号自2013年至今开行累计突破
1万列。
西安市人才吸纳效应不断显
现，
现有常住人口1295.29万人，
大
专以上401.53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75.1%。同时，多措并举促进
居民增收，截至 8 月底，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 12.29 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3.40%，
持续低于控制目标。

关注全国第十一届
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

西安交大城市学院
“名师工作室”正式授牌

想从
“数字鸿沟”
到
“数字红利”

老年人
“触网”
不能
“一刀切”
是 教 会 他 们 合 理 、科 学 、安 全
上网。
“我们 2019 年底开始开设智
能手机相关培训，目前共有 400
余位老人接受过培训。”贾喜露告
诉记者，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老人，
课程设置也有所区分，
“70 岁以上
的老人，主要教他们调节字体、使
用微信、视频聊天等，60 岁以上的
老人则以日常生活应用为主。”
贾喜露说，每节智慧课堂都
重返课堂“触网”
会提前通知，老人们报名非常踊
“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跃，但为了保证上课效果，一般会
“小贾，你看一下我这样操作 控制在 25 人以内。
“ 今天的课上
对不对？”
“ 老师，我点击图标了， 完后，老人们希望能讲一些关于
但是手机没反应……”这群年过 短视频 APP 和外卖软件的使用方
半百的“学生”，头发花白，戴着老 法，我们会做这方面的准备。”
花镜，拿着智能手机，一边听讲一
家住庆丰园小区的李凤莲和
边操作，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做些 申静琴，就是通过智慧课堂认识
记录。设置、添加、删除、定位，努 的。
“不只是享受到了数字化带来
力地学习着这些新名词。
的生活便利，我们还感受到了被
打开一个手机端的应用软件， 时代重视的幸福感。”李凤莲话音
跳出来一个页面。贾喜露立马提 刚落，申静琴打开了话匣子：
“通
高声音“划重点”——“看到这个页 过适老化课程的学习，我不用事
面，我们不用理会，有时候可能是 事都找孩子们跑腿办事，自己的
广告。”半个小时，他的讲解细化到 事情动动手指就能办。”
幻灯片上出现的每一个标识。
“网瘾”老人的问题
有这样一组数据：截至 2020
要“疏”不要“堵”
年 12 月，我国 60 岁及以上群体的
网络普及率为 38.6%。未“触网”
“‘网瘾’老人的问题，折射了
的老人，依然是多数。
“数字鸿沟” 复杂的现实，也向社会提出了新
依然存在，老年人在信息时代的 的要求。看似是个‘新问题’，背
手足无措，仍未消失。真正重要 后是因为老年人生活中空闲时间
的，不是一刀切给老人“戒网”，而 较多,没有合理打发时间的方式，

“点击屏幕向下滑，就能看到
WIFI 设置图标。”
“ 右上角点击加
号，可以绑定。”
“验证码千万不能
给别人。”10 月 13 日上午，在西安
市莲湖区虚拟养老院的智慧老年
课堂上，陕西金宝美养老产业服
务有限公司社工部主管贾喜露正
在讲解智能技术的日常应用，坐
在台下的是 19 位平均年龄 64 岁
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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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安全健康“触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精神经常处于极度孤独状态，因
此‘触网’后很容易深陷其中。”西
安市委党校副教授刘妍表示。
她指出，与其去“堵”，倒不如
“疏”。首先,在公共区域规划更
多的老年人娱乐设施及场地，兴
建一批老人活动室、阅读室、健身
室等场所，让老人有放下手机的
动力。其次，儿女们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老人，促使其减少手机使
用时间。最后,社区、街道可以经
常组织老人开展活动，引导老人
走出房间，进入到更为真切的现
实生活中。
“从全社会角度来说，打造适
合老年人的网络环境，加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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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特奥会的这些知识
你了解吗

陕西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超 210 万人
本报讯（记者 张维）10 月 13
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
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系列发布会。今年以来，陕西省
乡村振兴系统坚持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
作为底线任务，严格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策
举措、工作机制、机构队伍衔接，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有
力、开局良好。
体制机制平稳过渡。陕西
省初步建立起上下对口、分级负
责的责任体系。政策措施及时
跟进。制定出贯彻意见和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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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喻涵 摄

性保护，让老人安全、健康、放心
‘触网’，才是正确的做法。”刘妍
建议，适老化要以老年人需求为
根本，把适老化理念融入产品设
计的全生命周期。同时，鼓励互
联网平台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适老
化改造。
“比如，参照青少年模式，
设置时间提醒，当用户刷到了一
定的时间时，系统便要加以提醒，
时间再长可强制中断。”她认为，
适老化改造要有正向引导作用，
尤其要加大对垃圾信息、广告以
及假消息的摒弃力度，帮助老年
人对一些具有诱导转发、诈骗性
质的信息加以甄别。
本报记者 石喻涵 李平 李永利

别让手机
“困住”
“银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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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强教先强师。
10 月 13 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举
行“名师工作室”授牌仪式，来自西安交大
和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的 5 名知名教授、教
学名师，正式领衔成为该校“名师工作室”
的主任导师。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市
学院已经成立办学 17 年，取得了喜人的成
绩。面对未来的发展，明确打造一支素质
高超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建设的重中之
重。学校从 2020 年底决定建立名师工作
室，旨在以国家名师引领，扎实、有效地推
动优秀教师培养，促进一流课程、一流专
业建设上新的台阶，引导广大教师言传身
教、以身作则，营造敬畏课堂、关爱学生、
教师爱教、学生好学的良好教风和学风。
实施“名师工作室”建设，以名师培育
为抓手，构建梯次培养方案，形成校级、省
级、国家级后备教学名师三级培养体系，
促进“名师、名课、名教材”建设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形成以“名师工作室”为中心的
教师培养和教学水平提升的机制，从而在
主任导师和专家团队的指导下，通过组织
专题报告、示范课、教育教学研讨等多种
有效途径进行交流培养，促进一大批后备
名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从而
促进学校教学的长足发展。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接受以个人姓名
命名的工作室授牌的五位主任导师中，马
知恩、冯博琴、王小力三位老师都是西安
交大的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各自在数
学、计算机、物理科研教学领域深耕数十
年，取得骄人成绩，深受学生爱戴；王海
民、解安宁两位老师是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教授，陕西省教学名师，分别在会计
学、艺术教育方面有深邃研究，出版多部
专著，被广大师生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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