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井智能化、无人化，是提质增效、实
现高效、绿色开采的最终目的。近年来，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双龙煤业面对薄煤层
带来的严峻考验，精准研判，提前筹划，联
合多家装备制造商深入矿区调研，结合矿
井生产实际以及长远发展，成功将薄煤层
智能开采装备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据悉，该套设备配备惯性导航系统、

液压支架选用激光熔覆技术、三机驱动采
用变频一体机，控制系统选用精准开采。
该套设备的使用，可对回采巷道进行“CT”
切片，建立地质模型；利用空间导航定位
对采煤机精准定位；建立大数据精准决策
平台，对工作面进行“预测、预判、预控”，
生成规划截割，达到精准开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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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装备为智能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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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全长164.386公里
计划明年12月建成通车

京昆高速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
工程起自京昆高速与榆蓝高速相交
的东杨枢纽互通立交，止于京昆高
速涝峪互通立交，路线全长164.386
公里，改扩建路段长度 125.878公
里，其中西禹段 93.3公里，西汉段
32.5公里。

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方
式，扩建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路基宽
度 42米，新建桥涵设计等级为公
路-Ⅰ级。全线设置互通立交 18
处，其中改扩建互通立交 14处，新
建互通立交 4处；设通信监控分中

心1处；养护工区3处；服务区3处；
危险品检查站 1处；全线新增占地
5781亩。该项目计划 2023年 12月
建成通车。

分流管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管制措施：2022年 5
月 19日 12时起，至 2022年 12月 31
日24时，交通管制措施：

京昆高速东杨枢纽立交（蒲城）
至谢王枢纽立交（西安）段双向禁止
19座以上（不含 19座）客车及货车
通行。区间西安外环高速高陵北枢
纽立交进入京昆高速双向匝道及蒲
城至港务区间收费站禁止 19座以
上（不含19座）客车及货车驶入。

京昆高速河池寨枢纽立交（西

安）至梁山枢纽立交（汉中）方向禁
止所有车辆通行。区间河池寨枢纽
立交、鄠邑东枢纽立交进入京昆高
速汉中方向匝道及三星至汉中区间
收费站前往汉中、四川方向匝道禁
止所有车辆驶入。

京昆高速梁山枢纽立交（汉中）
至河池寨枢纽立交（西安）方向禁止
19座以上（不含 19座）客车及货车
通行。区间汉中至三星收费站前往
西安方向匝道及鄠邑东枢纽立交进
入京昆高速西安方向匝道禁止19座
以上（不含19座）客车及货车驶入。

第二阶段管制措施：2023年 1
月1日0时起，至2023年10月31日
24时，交通管制措施：

京昆高速谢王枢纽立交（西安）

至东杨枢纽立交（蒲城）方向禁止所
有车辆通行，区间西安外环高速高
陵北枢纽立交进入京昆高速山西方
向匝道及蒲城至新筑间收费站前往
蒲城、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驶入。

京昆高速龙亭立交（汉中）至涝
峪立交（西安）方向禁止 7座以上
（不含 7座）客车及货车通行，龙亭
立交至涝峪立交区间收费站前往西
安方向匝道禁止 7座以上（不含 7
座）客车及货车驶入；涝峪立交至河
池寨枢纽立交(西安)方向禁止所有
车辆通行，区间涝峪、鄠邑、三星收
费站前往西安方向匝道及鄠邑东枢
纽立交进入京昆高速西安方向匝道
禁止所有车辆驶入。

本报记者谢斌

本报讯（记者陶颖）5月12日到13日早晨，
西安市普降小到中雨，出现9级左右大风，此次
降水过程较为充足，有效缓解或解除了西安市
旱情，为夏粮丰收提供了保证。受降雨影响，
西安市近期气温呈下降趋势，13日最高气温低
于20℃。

省气象台13日17时5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受低涡影响，预计5月13日20时至14日20
时，宝鸡南部、西安南部、汉中大部将出现大
雨，其中汉中南部局地有暴雨。最强降水时段

出现在13日夜间，预计12小时降水量（13日20
时-14日8时）宝鸡南部山区、西安南部山区、
汉中大部 25～45 毫米，局地最大小时雨强
10～15毫米。强降水影响区域易出现滑坡、泥
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
气象风险等级高，请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西安14日：城区及其他区县小雨转阴天，城区
气温9～17℃，其他区县最低气温6～8℃，最高气温
14～17℃；14日晚到15日：多云，9～23℃；15日晚
到16日：多云转晴，12～26℃。

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京昆高速蒲城至涝峪段将改扩建
5月19日12时起部分路段分流管制

5月13日，记者从国家高
速公路京昆线(G5)蒲城至涝
峪段改扩建工程（以下简称京
昆高速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
工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
行和改扩建施工顺利进行，按
照施工组织方案，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对京昆高
速东杨枢纽立交（蒲城）至谢
王枢纽立交（西安）段和河池
寨枢纽立交（西安）至梁山枢
纽立交（汉中）段实施交通分
流管制。本次车辆分流管制自
2022年5月19日12时起，至
2023年10月31日24时止。

岐山有底蕴丰厚的周文化资
源：岐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博大精
深的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
头。岐山素有千年古县、青铜器之
乡、甲骨文之乡、中国礼仪文化之
乡、中国臊子面之乡、民间艺术之乡
等美誉。现有各类文物遗存500处，
其中周文化文物遗存就有 150处。
各类文物遗存当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5处、省级 12处，县级 24
处。全县共有馆藏文物2.5万余件
（组），甲骨文3万余片。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周公庙（凤凰山）遗址发
现了迄今为止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
墓地和中国最早的陵墙，发掘出土
的西周甲骨文可辨识文字多达2600
余字。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铜轮
牙车马”被誉为西周“第一豪车”，年
初，其先周建筑与西周城址入选第
二届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全县共
拥有周公祭典、岐山转鼓、岐山油漆
绘画技艺、岐山剪纸等省市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65项。这些
独特厚重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悠远
绵长的历史文脉。

岐山有古老深邃的周文化故
事：岐山，是周王朝建立的“京畿之
地”，是《黄帝内经》的诞生地，《周易》
和《周礼》的摇篮。这里孕育了姓氏
的起源、诗经的风雅、易经的神秘、八
卦的神奇，流传着凤鸣岐山、金藤藏
策、周公判牛、诸葛显灵的美丽传说，
传颂着泰伯奔吴、虞芮息讼、甘棠遗
爱、吐哺握发的动人故事。三千年
前，古公亶父率众迁岐，在岐下周原，
建邦立国，休养生息，行善修德，施行
仁政，文王演周易，武王翦殷商，周公

制礼乐，召公行德政，太公谋韬略，成
王游卷阿等等，一代代周人先祖前赴
后继，孕育并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德
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为核心要
义的周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
基石，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都产
生了很大影响。

岐山有焕发时代活力的周文化
旅游：岐山县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参
与、协作配合、注重实效”的原则，秉
持周文化与民生、与经济、与旅游融
合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度挖掘
周文化的时代内涵，坚持市场化运
作，放大资源价值，做优文旅企业和
景区，强化文化资源商品转化，让古
老的周文化焕发新的时代活力。岐
山周文化景区建成至今，累计接待
427.8万人次游客，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20.2亿元，接待研学团队200余批
次，6万余人次。在省市的大力支持
下，深度挖掘周文化内涵，建成周公
庙勤廉教育基地和召亭“甘棠遗爱”
廉政教育基地。配合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建成岐山周原考古基地，为周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岐山有蜚声海内外的周文化影
响：联合中国社科院中国先秦史学
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华大
学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等国内
高端学术机构，连续四届举办全国周
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并
将岐山作为永久会址地。编辑出版
了《周文化丛书》《典说周文化》《周文
化典故》等书籍。借助周文化景区、
秦忆浓、天缘公司等企业平台，举办
岐山臊子面大赛和岐山转鼓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让文化价值转

化为“实用价值”。新编历史大戏《甘
棠清风》演出成功。电影《寻根周原》
拍摄完成。参与拍摄的大型廉政文
化纪录片《廉鉴》在央视播出。周原
遗址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些
守正创新的实践，不断充实、展示着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近年来，岐山县立足文旅资源禀
赋，加强资源开发和品牌培育，深入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先后荣获全国文
化先进县、第20届亚洲旅游业金旅
奖·最具特色魅力旅游目的地、全国
最美宜居宜业宜游名县等多项殊
荣。精心打造的周文化景区、水城·
三国小镇、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召
亭“甘棠遗爱”勤廉教育基地等特色
景点已成为岐山全域旅游的一张靓
丽名片。

本次岐山县周文化旅游季活动
从5月份到10月份，历时6个月。活
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 · 相约古周
原 ·领略周文化 ·畅游新岐山”为主
题，分别在周文化景区、水城·三国小
镇景区、五丈原景区、太平塔文化旅

游街区等精心策划、推出了第五届全
国周文化学术研讨会、周原考古研
学、水城·三国小镇首届泼水节、传承
经典·诵读《诫子书》致敬先贤、“文思
赞先贤·千古传佳话”百名作家采风、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等30
项特色活动。同时，围绕乡村旅游，
推出了北方黄酒小村体验游、召公甘
棠园研学游、岐阳寻根文化游、世外
桃源涝川游等8条精品线路，让广大
游客亲身感受岐山博大精深的周文
化和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当前，岐山县正深入学习贯彻宝
鸡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积极抢抓
后疫情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契机，
在做活周文化上做文章，塑造文旅融
合新气象。岐山县将坚持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聚焦周文化景区国家5A
级创建，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县，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消费的热点、
开放的亮点，做活做火全域旅游，带
动服务业提速发展，让岐山特色更
优、IP更亮，让岐山模式更新、品牌更
响，让岐山市场更火、消费更旺。

相约古周原 领略周文化 畅游新岐山

岐山县周文化旅游季昨日启动
5月13日，第十一届宝鸡市文

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岐山周文化旅

游季启动仪式在岐山县周文化景

区举行。本届文化旅游节由宝鸡

市政府主办，宝鸡市文化和旅游

局、中共岐山县委、县政府承办，以

“喜迎党的二十大·相约周公故里·

畅游魅力宝鸡”为主题，将举办民

间锣鼓大赛、媒体记者景区采风、

线上直播推介等活动，丰富宝鸡文

化旅游产品供给、聚集旅游人气，

使文化旅游发展成果惠及更多

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