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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为保障煤电企业用能安全，陕
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勇担社会责任，奋力担
当作为，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煤安全稳定
供应。

该公司从供给端发力，从拓展煤源抓起，
持续加大资源整合，努力提高保供能力。一方
面加强产销协同，积极协助生产矿井在确保安
全生产的情况下，加快释放矿区优质产能，最
大限度的稳产稳质、增产增供。另一方面，加
大周边优质煤炭资源整合，扩大煤源渠道，补

充统销矿井产能不及预期的资源缺口，有效增
加了供给量，提高了电煤保障水平。

该公司坚持“保民生、保长协、保重点”的
供应原则，严格执行国家煤炭价格指导意见和
电煤中长协合同约定，努力稳供应，稳价格，稳
预期，保障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该公司狠抓
履约落实，将年度电煤中长协合同细化分解，
科学编排发运计划，最大限度争取运力支持，
密切跟踪物流进度，竭力缩短供应周期，全力
提高电煤长协合同兑现率。 李军杨恒

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迎峰度夏季电煤保供忙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从陕西省招
生办获悉，根据我省高考录取日程安排，高职
（专科）批次8月5日8时至7日12时进行网上
志愿填报。

据悉，此次填报批次及类型为高职（专
科）批次、邮政教育帮扶招生专业、空中乘务
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符合条件的考生
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
试信息网填报志愿。

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模式，设置8个院校志愿，排列顺序为A、B、C、
D、E、F、G、H，每所高校设 6个专业志愿，设

“愿录取到其他专业”的调剂表态栏。
邮政教育帮扶招生志愿、空中乘务和民航

空中安全保卫专业志愿填报在高职（专科）批次
之前的专门栏目，实行梯度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设3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2个专业志愿，仅供
取得有关高校及专业报考资格的考生填报。

省招生办提醒考生注意，陕西省教育考
试院门户网站和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是我省

填报高考志愿和查询高校在陕招生计划的官
方渠道。填报志愿建议使用 IE9.0以上版本
浏览器，避免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填报。

8月 7日 12时前，如未“提交”志愿信息，
将视为放弃本次志愿填报；如已“提交”但未

“确认”志愿信息，系统将自动确认考生最后
一次“提交”的信息。应尽早完成志愿填报。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全部操
作流程。志愿填报结束后，不再受理考生补
报志愿申请。

高职（专科）批次进行网上填报志愿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根据近期客流变化，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时调整运力，
8月5日起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 北京西方向

8月9日至11日、16日至18日、23日至25
日、30日、31日，西安北至北京西G656次、G658
次，北京西至西安北G663次、G665次恢复开行。

◎ 成都东方向

8月 9日至 15日，西安北至成都东D1925
次，成都东至西安北D1938次恢复开行。

◎ 峨眉山方向

8月5日至11日，西安北至峨眉山间加开
D4107次，峨眉山至西安北间加开D4108次。

◎ 银川方向

8月5日至15日，西安北至银川D3529/32
次，银川至西安北D3551/0次恢复开行。

◎ 庆阳方向

8月 5日至 15日，西安北至庆阳 D3591
次，庆阳至西安北D3592次恢复开行。

◎ 汉中方向

8月5日，西安北至汉中间加开D5281次，
汉中至西安北间加开D5282次。

8月5日至7日，西安北至汉中间加开D6861、
D6865次，汉中至西安北间加开D6868、D6872次。

8月 5日至 10日，西安北至汉中 D6871
次恢复开行。

8月 6日至 11日，汉中至西安北 D6852
次、D6864 次、D6874 次 ，西 安 北 至 汉 中

D6857次、D6867次恢复开行。

◎ 宁强南方向
8月 5日至 7日，西安北至宁强南间加开

D6853次，宁强南至西安北间加开D6860次。
8月 6日至 11日，西安北至宁强南D6863

次，宁强南至西安北D6870次恢复开行。

◎ 彬州东方向
8月 5日至 15日，西安北至彬州东D6823

次，彬州东-西安北D6824次恢复开行。

◎ 宝鸡方向
8月5日，西安北至宝鸡南间加开D9381、

D9391、D9393、D9395、D9397、D9399次，宝鸡
南至西安北间加开 D9382、D9392、D9394、
D9396、D9398、D9400次。

8月6日，西安至宝鸡南间加开D9391、D9393、
D9395、D9397、D9403次，宝鸡南至西安北间加开
D9382、D9392、D9394、D9396、D9398、D9404次。

8月7日，西安北至宝鸡南间加开D9381、
D9383、D9385、D9387、D9389、D9391、D9393、
D9395、D9397、D9399、D9403次，宝鸡南至西安
北间加开D9382、D9384、D9386、D9388、D9390、
D9392、D9394、D9396、D9398、D9400、D9404次。

8月 8日，西安至宝鸡南间加开 D9391、
D9393、D9395、D9397、D9403次，宝鸡南至西安北
间加开D9392、D9394、D9396、D9398、D9404次。

8月 9日，西安至宝鸡南间加开 D9391、
D9393、D9395、D9397次，宝鸡南至西安北间
加开D9392、D9394、D9396、D9398次。

◎ 大荔方向
8月 5日，西安北至大荔间加开 D5092、

D5084、D5086、D5088次，大荔至西安北间加

开D5093、D5083、D5085、D5087次。
8 月 6 日至 7 日，西安北至大荔间加开

D5082、D5084、D5086、D5088次，大荔至西安
北间加开D5081、D5083、D5085、D5087次。

◎ 榆林方向
8月5日至7日，西安至榆林间加开C9302

次，榆林至西安间加开C9301次。

◎ 神木方向
8月5日至7日，西安至神木间加开K5476次。
8月6日至8日，神木至西安间加开K5475次。

◎ 延安方向
8月5日至7日，西安至延安间加开C9304

次，延安至西安间加开C9303次。
根据客流变化，列车运行情况随时可能

调整，具体开行信息，请以铁路 12306网站和
车站公告为准。疫情期间出行，请提前确认
出发及目的地疫情防控政策，乘车请戴好口
罩、勤洗手、少走动，听从车站和列车工作人
员的引导，平安健康出行。

西安周末高温持续
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

8月5日，西安气温上升较快，11时，
城区气温已升至35℃以上，高温橙色
预警继续发布，截至 15时，西安市多
个观测站气温超过 37℃，最高气温
41.4℃（泾阳崇文镇站）。周末两天高
温持续，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外出
注意防范。

据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
来几天西安市气温较高，午后多分
散性雷阵雨天气。6日：城区及各区
县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城区
气温 27～39℃，其他区县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7～39℃；7日：
多云间阴天，29～39℃；8日：多云，
29～38℃。

6日：全省晴天间多云，榆林北
部有阵雨，局地有短时暴雨并伴有
雷暴大风，关中南部、陕南西部有分
散性阵雨。关中大部、陕南有 35℃
以上高温，关中南部、陕南中东部可
达 37～40℃以上。7日：全省晴天间
多云，榆林北部有阵雨，局地有短时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陕南西部有
分散性阵雨。关中大部、陕南有
35℃以上高温，关中南部、陕南中
东部可达 38～40℃以上。8 日：陕
北阴天，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
大到暴雨。关中、陕南多云。陕北
东部、关中大部分、陕南部分地方有
35～37℃ 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
38～40℃。

本报记者陶颖

据新华社电为进一步遏制月饼过度包装
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与中国焙烤食品糖制
品工业协会将在今年中秋节前联合对月饼过
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这是记者 8月 5日从中消协获悉的。此
次消费监督工作将参考新修订的《限制商品
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

准。考虑到新标准将于 2023年 9月 1日正式
实施，企业和市场还存在标准过渡期，监督
工作将兼顾过渡期“双标并行”。中消协将
发动全国消费维权志愿者采取随手拍等方
式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月饼包装进行监督，同
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
查结果。

今年中消协联合国内14家主要行业协会
向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发出“反对商品过度
包装 践行简约适度理念”的倡议。中消协有
关负责人建议，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新标准的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消
费者要自觉践行绿色消费理念，不选购、不使
用过度包装的商品。

中消协将对月饼过度包装
开展消费监督

2022年“全民健身日”
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据新华社电 2022 年 8 月 8 日
是我国第 14个“全民健身日”。记者
5日从国家体育总局获悉，今年8月8
日前后国家体育总局计划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4000余个。

据介绍，今年的“全民健身日”
主题活动以“贴近群众、方便参与、
丰富多彩、注重实效”为原则。据
不完全统计，8 月 8 日前后全国各
地将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4000余个，
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活动涉及的运动
项目包括球类、跑步健走类、冰雪
类、体能类、棋牌类、武术类、操舞
类、民俗类等，实现全地域覆盖、全
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
体部将与河北、吉林、黑龙江、江
苏、福建、湖北、广西等省（区）共同
主办“全国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
题示范活动”。

另据介绍，本次“全民健身日”主
题活动依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各地计划开展线上活动 100余
个。“全民健身日”期间，将在“全民健
身线上运动会”平台陆续上线骑行、
跑步、颠球、铁人三项、滑板、跳绳等
项目活动。

西安北站枢纽工程东西停车楼8月8日正
式开通运营。东西停车楼的建成将新增约
2000个停车位，其中东停车楼主要服务于社会
车辆及网约车；西停车楼则是集社会车辆、出
租车和网约车为一体的多功能停车空间。

东西停车楼均为四层，地下一层，地上三
层。楼内自下而上采用周、秦、汉、唐四个朝
代命名四个楼层。楼内的二层水晶连廊与北
站连接，通过自动人行步道便捷舒适地实现
停车楼与西安北站“零换乘”。
文/图 本报记者 代泽均 周婷婷 实习生 盛乙桂

西安北站枢纽工程
东西停车楼8日运营

西安至全国多地加开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