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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农思思）2021年
10月12日，陕西省2021年“春华·秋
实”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成
果交流会在西安浐灞生态区召开。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
长赵昶葆出席并讲话。

本次会议旨在推进全省中小学
劳动教育深入实施，分享劳动教育
成果，交流劳动教育经验，谋划进一
步推进劳动教育措施与方法，构建

“五育并举”育人体系。
赵昶葆强调：将劳动教育纳入

党的教育方针，实施“五育并举”，要
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切实推进劳动
教育，引导青少年实践创新，让热爱

劳动、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关
心劳动教育、研究劳动教育、重视劳
动教师培训培养，加强劳动实践基
地建设，全面落实劳动教育要求，实
现劳动教育目标。

交流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
委员、省教科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吴积军作了《深入领会劳动教育内
涵 全面提高劳动教育质量》的微报
告。与会代表分别观摩了西安市浐
灞第一中学、浐灞第二小学、浐灞第
十小学和浐灞第三十二小学劳动教
育成果。

省新时代中小学
劳动教育工作成果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永宁 李雨倩）
10月13日，由留坝县旅游管委会主
办、留坝县文旅投资集团承办的“驾
游秦岭—红叶奇幻游发布会”在西
安举行。留坝县政府相关领导出
席。西安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院院
长邵振宇、陕西自驾游及房车露营
协会副会长张朝斌等人就如何聚力
廊道自驾作了主旨发言。来自陕西、

四川、河南、山西、安徽的 50多家自
驾机构和旅行社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由留坝首次推出的“秦岭
最美风景廊道”是指宝汉高速与316
国道、姜眉路、高江路等组成的风景
廊道。同时，以留坝境内的旅游资
源为主，向南辐射汉中的石门栈道、
兴汉胜境等，向北辐射凤县、黄柏
塬、太白山等风景区。

“驾游秦岭—红叶奇幻游发布会”
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华）10月 9日，
2021名优猕猴桃品种品牌推介品鉴
会在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产业园区
会展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猕猴桃
产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和眉县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以“品牌创新机、品
牌赢市场”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促进
猕猴桃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会上，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

鲁芳校、县委副书记鲍小凤分别致
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猴桃试验
站首席专家刘占德教授介绍了国内
外猕猴桃产业发展趋势及新优品
种。眉县、城固县、修文县、苍溪县、
西峡县及猕猴桃相关企业分别进行
品牌推介。会上还为猕猴桃摄影大
赛、抖音短视频大赛、猕猴桃水果宴
大赛获奖者颁奖。

2021名优猕猴桃推介品鉴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冯红林）日前，
秦创原未来城市建设与管理创新
联合研究中心课题“揭榜挂帅”仪
式暨高端论坛在中国西部科技创
新港举行。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
记卢建军，陕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刘斌，省人社厅副厅长汪泽英，陕
西建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义光出
席。会议向课题校企合作导师颁
发了聘书。

据陕西建工副总经理、联合研
究中心理事长刘小强介绍，未来城
市建设与管理创新联合研究中心
由陕西建工与西安交大联合建设
成立，采取名校+名企、科学家+工
程师的创新模式，是一个面向国内
外多学科开放的平台，着力解决制
约行业发展和社会重大需求的技
术难题，重点围绕科技研发、成果
转换、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四个职

能开展工作。该联合研究中心自5
月份成立以来，已初步梳理出 60
余项西安交大前期“存量”科研成
果，5项课题将被应用推广。同时
研究中心积极围绕解决行业发展
和社会重大需求，面向全国发布了
4个方向共29个科研课题，其中15
项课题正式立项，相应的科学家+
工程师研发团队已组建，正在紧锣
密鼓开展工作中。

卢建军指出，与陕西建工共
建创新联合体，双方将以秦创原
平台建设为依托，打破传统校企
合作模式，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
具体路径，以此为切入口挖掘好
利用好滋养好陕西丰厚科教资
源。他强调，联合创新中心要以
建设开放发展的高水平平台为
目标，通过“四主体一联合”形
式，实现校企深度融合，推动创

新链到产业链的一体化布局，助
力企业创新发展。

刘斌指出，陕西建工要进一步
发挥主力军作用，借助西安交大雄
厚的科研优势，助推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
深度融合，要进一步深化校企协
同，着力推动产业研深度融合，进
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继续
用好秦创原总平台优势，为谱写陕
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张义光表示，陕西建工将要把
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以
未来城市建设与管理创新联合研
究中心平台为抓手，加快推进“两
链”融合，抢抓新机遇，打造新优
势，培育新业态，以科技创新和管
理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 通讯员
高续）“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项
目备案手续，沣西秒办真是名不虚
传。”近日，西咸新区秦态科城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前来办理秦创原 C
板块人才公寓项目备案手续，在
AEO的帮助下，不到 1小时就拿到
了项目备案确认书。

AEO 是“审批执行官”（ Ap⁃
proval executive officer）的简称，这
是沣西新城在原有首席代表制的
基础上进行的审批改革再升级。
AEO在得知企业需求后，主动对
接，提前介入，解决企业前期申报
疑问；窗口工作人员迅速受理，高
效流转；AEO 专业审查，快速出
件。前后台的通力配合、无缝衔接
让企业办事驶上了“快车道”。这
也是沣西新城积极推动秦创原创
新驱动平台和总窗口西部科技创
新港建设的有力写照。

首席代表摇身一变成为AEO，
绝不仅仅是简单名称的改变，更是
对其审批专业性和服务精准性的
再升华和再拔高。沣西新城通过

“专项培训+业务切磋+监督考核”
三步走战略，打造一支专业 AEO
审批服务团队，构建包括“主动提
醒、提前介入、专业指导、快速审
批、后续跟进”在内的全链条精准

服务模式，全面提升 AEO的技能
水平和职业素养。

AEO的专业化精准服务离不
开其背后强大的审批团队支撑，为
更深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
政审批局已形成“全员参与，共献
良策”的改革氛围，由负责各事项
的专业审批人员通力协作，共同推
进，建立包括“法律依据+审查标
准+操作流程”在内一整套标准化
审批规范，为 AEO审批服务提供
专业支撑。同时，推出“办事攻略+
操作手册+操作视频”等傻瓜式填
报指南，帮助申请人无压力申报，

让企业群众办事真正成为一件轻
松的事。

目前，AEO已为辖区企业群众
办理业务 399件，累计服务时长上
千小时，帮助申请人节省时间上万
小时。

宁愿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
也要搜集资料不断学习，“7×24小
时”在线认真解答申请人的每一
个疑问，深耕好自己的每一分
田。“只要能帮助申请人节省时
间，我们晚点下班不算啥”。这是
沣西新城AEO和其背后审批团队
的共同心声。

本报讯（杨龙记者张永宁）针
对今年迎峰度冬能源保供的异常严峻
形势，陕煤运销集团积极履行国企保
供责任使命，在保供措施上再加力，全
力保障迎峰度冬电煤供应平稳。

集团把电煤保供稳价作为当
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一项政治任务
来抓，牢固树立“稳价就是稳民心，
保供就是保民生”的思想认识，严
格执行“基础价+浮动价”的长协价
格机制，进一步健全保供工作机制
和运输保障体系，从资源统筹、优
化调度、合同补签等方面着手，打
出保供组合拳。

在资源统筹方面，陕煤运销集
团积极协调统销矿井安全生产、稳
定产量、稳定煤质，并对产出煤炭

及时组织协调公路、铁路方面快速
拉运，保障产销平衡和生产稳定。

在优化调度方面，陕煤运销集团
每周制定整体发运方案，按照年度和
四季度补欠的电煤中长期合同量，优
先确保电煤供应。积极应对近期暴
雨汛情造成多条铁路线路受损对煤
炭外运带来的影响，组织专人跟进协
调铁路运力，对发运站点和到站到厂
进行梳理，及时优化发运流向和保供
用户，避免铁路外运剧烈波动。

集团持续加大公转铁和社会
资源组织工作，增加电煤供应资源
量，提升跨区域保供能力，全力保
障库存较低电厂的资源供应，提升
电煤长协兑现率，助力电厂解决燃

“煤”之急。在日常运行中重点向

电煤计划倾斜，做到计划、需求、配
置、装车、对接协调五优先，减少公
路销量，尤其是非电煤公路销量，
使电煤占铁路发运比例由原来的
50%提升至80%左右。

据了解，陕煤运销集团已完成
四季度新增长协合同的补签工作，
后续将组织发运，稳定运行，全力
保供稳价，确保签订的中长期合同
兑现，发挥煤炭中长协合同的“压
舱石”“稳价器”作用，为国内今冬
明春能源稳定供应和煤炭保供稳
价贡献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陕煤
运销集团累计自产煤销量同比增长
10.77%，铁运量同比增长9.45%，省
内电煤同比增长57.34%。

陕煤运销全力保障电煤供应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10月 11
日，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西安国
际港务区长安号志愿服务队组织开
展了“我们的节日·重阳”慰问活动，
走访了辖区部分空巢老人和生活困
难老人。

身着红色马甲的长安号志愿者
深入国际港务区东阳村、南陈村等，
为空巢老人们送去了米面油、养生
壶等暖心慰问品。讲趣闻、聊热点，
志愿者们陪着老人说着家长里短，
给老人讲述西安港日新月异的变
化。欢声笑语飘荡在老人们的家
中。每到一户，志愿者们都会仔细
询问老人的生活及健康状况，并祝
愿老人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我很感动，志愿者能来家中看
望我们，心里感觉暖得很。”独居老
人孟凡强说，“这些年轻娃就像我的
孩子一样，也愿意听我们拉点家常
话，这些可都是孝顺的好娃。”

在志愿者队伍中，还有一群特
殊的身影，他们是来自陆港一小
的学生们，也是长安号“小小志愿
者”。走到每一户，一声声甜甜的

“爷爷奶奶好”，让老人们笑逐颜
开，他们还为老人们带去了自己
制作的重阳节手抄报，并给爷爷
奶奶们演奏了口风琴。孩子们纷
纷表示，这些老人就像自己的爷
爷奶奶一样，希望以后可以常来
看他们。

长安号志愿服务队慰问空巢老人

本报讯（记者 亓敏）近日，浙江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合成革含DMF
高浓度废水集中回收处置项目 150
吨/小时二期装置改造工程投入运
行，成功产出合格DMF产品，排出的
水、气等指标均优于国家排放标准。
这是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建成的国内首个合成革含DMF高
浓度废水集中回收处理项目，成为该
领域的样板工程，助力园区合成革产
业绿色低碳高产高效高质量发展。

该项目由浙江陕鼓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实施。创新采用的低温
高效精馏与两级MVR压缩机耦合
绿色节能回收新工艺填补国内空
白，通过两级串联的MVR压缩机，
实现多能互补、能源阶梯利用；采用
低温负压高效精馏技术，减少二甲
胺污染及外排水总氮、氨氮、COD超
标问题；采用新式填料和创新塔板
结构，增加比表面积，提高DMF分
离效率和DMF回收率；通过智能管
控和尾气综合治理专利技术，实现
资源化利用和“三废”零排。

陕鼓方案助力
丽水合成革产业绿色发展

校企融合 推动两链布局
秦创原创新联合研究中心“揭榜挂帅”

沣西AEO上了岗
行政审批更麻利

窗口业务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