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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康拜会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沙赫拉特 努雷舍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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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特派记者 何兴
龙）12 月 5 日下午，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王永康在北京拜会了哈萨克斯
坦驻华大使沙赫拉特·努雷舍夫。
王永康说，努雷舍夫是西安的
好朋友、老朋友，多次到西安出席有
关活动，推动西安和奇姆肯特市缔
结友好城市，我们对大使先生给予
西安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
年、中哈建交 26 周年，西安作为“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和门户城市，将充
分发挥自身文化、区位、科教等优
势，努力为中哈合作交往作出独特
贡献。
王永康表示，当前西安与哈萨
克斯坦加强合作的机遇良好、潜力
巨大、前景广阔。希望双方强化经
贸合作，在西安和哈萨克斯坦开通
更多中欧班列“长安号”，推动双边
贸 易 不 断 发 展 ，共 建 国 际 产 业 园
区，共促企业双向投资。希望深化
人文交流，用好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等平台，吸引更多青年留学生到西
安 学 习 ，推 动 两 地 教 育、科 技、文
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互鉴。希望创
新合作机制，面向“一带一路”，在
政府和企业层面搭建更多合作平
台，缔结更多友好城市，创造更多
合作典范。
努雷舍夫说，非常赞同西安的
合作建议，非常愿意加强与西安各
领域务实合作，欢迎西安企业到哈
方投资，建设工业、农业等产业园
区。我们将充分发挥哈萨克斯坦
企业家协会等机构作用，推动更多
合作项目落地西安。我们将支持
更多哈萨克斯坦城市与西安发展
友好关系，鼓励更多游客到西安参
观旅游，通过参与对方主办的各类
活动，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深化
“一带一路”合作。
哈萨克斯坦驻华经济参赞瓦
利汉·萨尔先别克夫，副市长王勇等
参加。

西成高铁开通一周年

累计发送旅客
超 1720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梁璠）12 月 6 日，连接陕川两
省的西成高铁开通运营一周年。一年来，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发送西成高铁旅客超
1720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4.7 万人次。今年 4 月
7 日，西安北站单日发送西成高铁旅客 6.3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西成高铁始发长途动车组客座
率达 95.5%。
12 月 2 日 17 时 30 分，西安市南郊一所中学门
前，初二女生彤彤和妈妈李静挥手告别后跨进校
门。19 时 18 分，在西安北站，李静乘坐的 D6871
次正点启动，列车到达汉中仅需一个半小时。李
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彤彤在西安上初
中，周内住校。她和爱人在汉中经营一家印刷公
司。2016 年 9 月，大女儿到西安上学后，李静多了
个身份——
“周末妈妈”。
“2017 年 12 月 6 日西成
高铁开通那天，我买的是 14 时 18 分的票，娃下午
就吃到了我亲手做的饭。”李静介绍道，
“ 幸亏西
成高铁开通了，孩子异地求学和家庭、事业之间
的矛盾迎刃而解。”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截至今年 12 月 4 日 18 时，西成间共开行动车约
4.3 万趟，日均约 117 趟西安与成都间往返的高铁
动车在陕川间运行。西成高铁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开通运营以来，经历了 3 次调图运能扩充，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高铁列车对数从最早每
天开行 19 对到现在开行 67 对，发送旅客人数也
从日均 2.8 万人次增加到 4.7 万人次。
西安北站作为西成高铁陕西段的始发车站，
一年来共发送西成旅客 951 万人次，占全年发送
人数的 55%以上。西成高铁的开通更是给汉中
车站装上了旅客发送的“快捷键”，汉中车站日均
办理普速列车由以前的 17 趟增加至动车、普速共
140 余趟；日均客发量从以前 2400 余人增加至 1.3
万人以上。

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报告会

坚定践行“两山”理念实施农村“新三大革命”
打造乡村振兴的西安样板
王永康讲话 韩松主持
本报讯（见习记者 车阳阳）12 月 6 日下午，市
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报告会，邀请浙江省松阳县委书
记王峻作《生态文明视角下乡村振兴之路的实践与
思考》专题报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讲话，
市委副书记韩松主持。
近年来，松阳县积极实施文化引领乡村振兴，探
索出乡村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成为全国示范，并在
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乡村的价
值认同与保护意识。会上，王峻从松阳的县情、松阳
乡村振兴的探索实践、生态文明视角下乡村振兴之
路的思考等方面作了深入解读，并对我市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出建议。

本报讯（记者闫珅 实习生侯远）12 月 6 日，
国家
“大棚房”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检查调研组到我
市检查“大棚房”问题排查清理和整治整改等情
况，对我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予以
肯定。
上午，国家检查调研组赴西咸新区沣东农博
园、沣东新城美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场检查“大
棚房”
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下午，检查调研组
听取了市政府及西咸新区情况汇报。会后，随机
抽查了秦汉新城西部芳香植物园。在汇报会上，
国家检查调研组对我市
“大棚房”
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工作开展情况予以肯定，认为西安市对“大棚
房”问题高度重视，行动迅速，排查到位，工作扎
实，
整治整改比较彻底。
今年 8 月，我市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
整治工作以来，按照中省要求，成立了
“大棚房”
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依法依规扎实推
进整改工作。9 月开始，我市采取拉网式排查的
方式，进行了边查边改。11 月起，开展了为期一
月的排查“回头看”，对全市“大棚房”问题进行了
第三轮排查，把
“大棚房”
问题排查出来，全部登记
造册，建立问题台账。
截至 12 月 5 日 17 时，按照中省“自查自纠、边
查边改”的要求，全市已整治整改各类问题 304 个
1178.51 亩。其中，已整改秦岭北麓耕地上违建 90
个，
整改面积 160.26 亩。
目前，12 个市级督导组已深入区县开发区进
行全面督导，加强现场指导，认真核查甄别，准确
界定好违建性质及类别，确保 12 月 20 日之前全部
完成整治整改任务。

王永康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
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再次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目标、总方针、总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王永康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要求，
借鉴学习先进
经验和做法，
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美丽乡村和民
宿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抓，并建立区县领导包抓制度，

加快
“五个美丽”
建设，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打造乡村振兴的西安样板。
王永康强调，要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在全市农村开展“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厕所革
命”等“新三大革命”，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
板。要潜心安心静心抓落实，以“事不过夜、马上就
办”
“干就干第一、干就干最好”的铁军作风，持续推
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要在农村基层工作实践中，
检验干部、发现干部、使用干部，树立起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实干为要的鲜明用人导向。
有关市级领导和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县、开发区
负责同志参加。

我市与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举行座谈会

共建“一带一路”数据港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打造大数据应用示范城市
王永康王叁寿出席并讲话
本报北京讯（特派记者 何兴龙）12 月 6 日上
午，我市与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在北京举行座谈
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九次方大数据信息
集团创始人、执行总裁王叁寿出席并讲话。
王永康说，九次方是大数据领域的领先企业，在
数据资源管理、数据资产运营、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
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西安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发
展，成立了专门机构，出台了优惠政策，非常期待与
九次方合作，
进一步推动大西安大数据产业发展。
王永康表示，当前，西安正依托国际陆港、空港
优势，抢抓“第五航权”等政策机遇，大力推动陆上、
空中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

数、高铁旅客到发数、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攀高，门
户枢纽作用更加凸显。大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资
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希望面向“一带一
路”，深化数据采集、归类、分析、交易、应用等全方位
战略合作。
一是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数据港，推动数据互
联互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流动，服务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
二是共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挖掘各产业大数
据价值，构建文化旅游、硬科技产业等多领域的大数
据技术服务平台，
推动更多大项目、
好项目落地西安。

三是共建大数据应用示范城市，加快数据资源
共享、开放与应用，进一步优化“一网通办”
“互联网+
政务”
“最多跑一次”等公共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公共
服务质量。
王叁寿说，西安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区位优势突出，科教资源丰富，发展大数据产业潜力
巨大。非常看好西安大数据应用前景，希望参与西
安“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强大数
据产业项目合作，推动数据资源共享，激活数据价
值，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民生提供更好服务、更优体
验，
把西安打造成亚欧数据联通的枢纽城市。
副市长王勇等参加。

“大众”
和“大咖”
要一起支持
欣丝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天的大西
安，要在追赶超越的赛道上加速奔跑，就要紧紧扣
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脉搏，多出务实管
用对路的政策措施，积极搭平台、强支撑，扶上马、
送一程。
某种意义上，创新创业就像森林，既要有数不
清的茵茵绿草，也要有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两者
相辅相成、共同成长，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的生态
系统。因此，
“大众”和“大咖”一起支持，让每一个
创新创业者都能茁壮成长，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
课题。
一是要坚定不移造氛围。盐碱地上长不出好
秧苗，创新创业离不开好氛围。要积极对标先进
经验，更新理念、完善制度、营造氛围，深入挖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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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
三是要锲而不舍优服务。市场是瞬息万变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体系，让
的，需求也是不断更新的，决不能“一个政策管到
每一个新点子、新模式都能找到展现自我、成就梦
底”，只问政策有没有，不问效果究竟好不好。要
想的舞台，让大西安能够真正成为全球创新创业
始终以“五星级”的标准、
“店小二”的服务，多对创
者的
“宝地”
和
“福地”。
新创业者嘘寒问暖，锲而不舍地优化政策支持的
二是要持之以恒解难题。创新创业从来都不
力度，努力让“大众”
和
“大咖”
都能站在产业发展的
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始 “上风口”
，
早日成为
“单打冠军”
乃至
“全能冠军”
。
终坚持问题导向，既经常性地去大企业、大平台现
场办公，多听听他们的诉求需要，真招实招锦上添
花，也时刻不忘“草根”创业者的起步之难，多给还
读报
很稚嫩的“小微企业”浇浇水、施施肥，想尽办法帮
他们解决审批难、融资难等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让
扫描右侧二维码
每一个市场主体无论大小，都有人问、有人管、有
人工智能为您读报
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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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1 号线线路长 车辆小 间隔长
市民吐槽：
要么等不到车 要么挤不上车

“好不容易等来一辆公交车，但是人多得挤
不上去。”近日，有市民反映长安区高校 1 号线公
交线路长，车辆小，发车间隔时间长。他们无奈
吐槽：
“ 乘坐这趟车实在困难，要么等不到车，要
么挤不上车。”12 月 5 日、6 日，记者实地体验了这
条公交线路的情况。
12 月 5 日下午 2 时 40 分，记者来到东长安街
西口站点等候高校 1 号线，2 时 56 分，一辆公交进
入站点。记者和家住长安区的宋阿姨一起上了
车，当时车上人已经很多了，宋阿姨只能勉强找
个地方拉住扶手，她向记者反映道：
“ 我女儿住在
园艺厂附近，我坐高校 1 号线去女儿家最方便，但
这条公交线上人流量很大，不好等车，尤其是上
下班时间和周末，坐车的人特别多，小公交车都
被挤得满满的。”
据了解，高校 1 号线是中巴车，是由原来的

追踪与反馈

4-08 路公交线更换而来，从长安区的航天职工
大学发往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全程设 59 个站
点（航天大道西口与航天职工大学二站合一），约
30 公里，途经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等多个高校，沿线还有很多住宅小区和
村子，出行市民较多。这条线路的站牌上显示
发车间隔为 15 分钟，但沿线市民反映，他们经常
要等 20 多分钟，而且即使等到车也不一定能挤
上去。
5 日下午 6 时 24 分，在郭杜十字站，记者看
到 很 多 乘 客 在 等 车 ，高 校 1 号 线 驶 入 站 点 停 靠
后，十多名乘客一拥而上。车门打开时，车厢内
已经挤满了乘客，司机不停地提醒乘客向车厢后
方移动，然而最后也只挤上去了 3 名乘客。剩下
的没挤上车的乘客见此情景，只能无奈地返回至
人行道上。其中一名乘客说：
“ 好不容易等来一

高新区已制定学生分流方案

本报讯（记者龚伟芳 实习生次央措姆）本报
《明察暗访看民生》栏目 12 月 5 日报道了红庙小
学因学校周边的村子拆迁，致使学校外围被建筑
垃圾包围，学生们上下学的道路被建筑垃圾堵塞
一事，目前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教育局已制定
出红庙小学学生分流工作方案。
为确保学校师生安全，高新区教育局联合丈
八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对红庙小学拆迁安全问
题进行实地勘察，协调公安、交警、城管执法、街
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和
安全防护，在上下学期间安排专人疏导交通秩
序，强化治安巡查，切实保证在校师生安全。同

时协调施工单位及时清理学校周边建筑垃圾，开
辟通行道路，设置防护围挡，保证师生出行安全，
联系施工单位在学生上学放学期间停止一切施
工作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加紧施工进度。联系
街道办事处安排专人为学校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设置备用供电线路，配备应急发电机，确保学校
供水供电不间断。
另外，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教育局成立学
校分流工作组，开辟分流工作绿色通道。目前，
红庙小学已和鸿锦城小学完成工作对接，计划于
12 月中旬完成红庙小学学生分流，为师生提供良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辆还挤不上去，车这么少，线路又这么长，要是能
优化调整一下这条线路的设置，我们就不会等到
车却挤不上去了。”
12 月 6 日早上，记者再次来到高校 1 号线沿
线体验出行情况。8 时 30 分许，在长安国际企业
总部站，一名乘客说：
“ 我已经等了 20 多分钟了，
从这儿坐 1 号线可以直达上班的地方，但这车容
量小，车次也少，所以上一辆车没能挤上去，我只
能等下一趟了。”同时，这名乘客还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 如果这条线路把中巴车换为载客量更大
的公交车，或者在上下班高峰期多增加几辆区间
车来容纳更多的乘客，大家的出行效率就能提高
了。”8 时 51 分许，记者在郭杜十字站挤上了一辆
高校 1 号线公交车，发现车里爆满，记者身后还是
有几名乘客没能挤上车。
见习记者 姚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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