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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国
民航局获悉，全国203家机场近日正式启用“民
航临时乘机证明”，今后乘客如忘记携带身份
证，只要使用微信生成二维码即可快速办理值
机、登机。

据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岩介绍，该系统
由申办软件与验证设备组成，申办软件登录方
式有三种：一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点击“民航
临时乘机证明”，二是用微信扫描小程序二维
码，三是在微信“城市服务——交通出行”中点
击“临时乘机证明”选项。旅客登录后按照提示
步骤可以很快完成申请，提交后60秒内即可获
得电子防伪二维码，凭此二维码办理值机手续
和接受安全检查，有效期为15天。如果超过15
天，则可以再一次申办，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据了解，如果旅客需要办理行李托运，同样
可以拿着这份临时乘机证明在值机柜台进行身
份验证。

坐飞机忘带身份证？
有二维码就够了！

新华社南京9月16日电 地铁不小心坐过
站可以默默坐回去，但是坐火车甚至高铁忘下
车了怎么办？会被处罚吗？铁路部门表示，其
实坐过站是可以免费返回的，而且适用于所有
车型，包括G、D、C、K、T、Z等字头列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
乘务科副科长任涛介绍，《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
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旅客因误售、误购、误乘或
坐过了站需送回时，列车长应编制客运记录交
前方停车站。车站应在车票背面注明“误乘”并
加盖站名戳，指定最近列车免费返回。在免费
送回区间，旅客不得自行中途下车。如中途下
车，对往返乘车的免费区间，按返程所乘列车等
级分别核收往返区间的票价，核收一次手续费。

此外，已经进站了仍没赶上火车，旅客可改
签当日其他列车，但只能在票面发站办理，且开
车后改签的车票不能退。如果当日没有其他列
车，或者当日其他列车没有余票，就不能办理改
签了。

火车坐过站怎么办？
放心，可以免费送回！

温馨提示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 17日，省委
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举办“奋力
追赶超越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
闻发布会。会上，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李婧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力推进杨凌
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为题，介绍了杨凌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杨凌农科”品牌价值达818.58亿元
位居全国区域农业品牌榜首

在科技创新方面，杨凌是我国农业领
域一支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国家队”。在
农作物育种特别是小麦育种方面实力雄
厚，培育了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植物新品

种；在我国旱区生态环境修复和节
水技术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牛羊良种高效克隆繁育新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在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上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在设施农业研究领
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我国葡萄

酒产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累计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奖励 411项，审定动植物新品种
677 个，近 5 年新增科技成果和专利申报
5000余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位居全省
第一、全国前列。“杨凌农科”品牌价值达
818.58亿元，位居全国区域农业品牌榜首。

示范推广方面
较好解决了科研和推广“两张皮”问题

杨凌示范区探索建立的“核心示范、周
边带动、广泛辐射”的信息化、社会化、多元
化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为解决我
国农业领域科研和推广“两张皮”问题发挥

了积极作用。
形成了若干代表性示范推广模式。大

学、产业链、科特派、农业科技培训、媒体、
展会等六种推广模式，打通了科技示范“最
后一公里”瓶颈。面向全国 18个省区建设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318个，推广新技术
新品种 3000余项，年示范推广面积 9000多
万亩。

建立了一批新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
建成国家（杨凌）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国
家（杨凌）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农业科技成
果展示交易中心等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
了示范推广的深度和广度。

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方面积极作为。
完成了陕西省内 56个国定贫困县、秦巴山
区75个国定贫困县、南疆四地州、西藏等地
区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全覆盖。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实现了由“乡”到“城”的嬗变

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初

期，杨凌是仅有 8.4 万城乡人口的小镇。
2018年，杨凌实现生产总值150.46亿元，是
示范区成立时（1997年）的 39倍；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392元，是示范区成立时
的9倍。

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城市建成区扩
大近10倍，形成了“六横五纵”城市路网，率
先在全省实现村村通公路、通公交。农村
幸福院实现村村全覆盖，涉及城乡居民的
31项政策全部实现一体化。

社会民生事业全面进步。成功创建首
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引进陕西师范
大学附中等一批优质教育资源，示范区医
院晋级三级医院。杨凌国际马拉松及网
球、自行车、汽车越野等群众性赛事蓬勃
发展。

全域生态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三河两
渠水生态景观改造完成，形成了渭河杨凌
段5000亩生态水面。2018年杨凌城市绿化
覆盖率36%，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水平全省最
低，“农科水韵生态杨凌”的现代田园城市
景象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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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残历碑静静矗立，无声诉说着
这个民族的巨大苦难；刺耳的警报声划破
天际，宣示着这个民族的铮铮誓言。“九一
八”，中国人民永不忘记。

88 年前的 9 月 18 日夜晚，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
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野蛮战火从松
花江畔烧到五指山下，侵略者在中国大地
上无恶不作，战争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
山，历史昭昭，军国主义的暴行早已被牢牢
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后人。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
点。事变爆发当夜，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
拒不执行“不抵抗政策”，打响了反抗侵略

的第一枪。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
发表抗日宣言，很快派出杨靖宇、赵尚志等
骨干深入东北领导武装抗日斗争。从“九
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不甘
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
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在14年血与火的洗礼中，
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
煌的历史转折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回望“九一八”，重温抗战历史，
意义尤为重要。这是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国梦凝聚
全民族的意志；是警示人们居安思危、朝乾
夕惕，盛世更要警钟长鸣；是缅怀和告慰先

烈，忠魂当笑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来路，苦难铸就辉煌；展望前途，
光明引领未来。踏上新征程，无论过往取
得多大成绩，都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都
需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劈波斩浪一往无
前，使“中国号”巨轮驶向灿烂的明天。

（徐扬 赵洪南）

从苦难走向辉煌

本报讯（董渺）9月 16日，
记者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按照党
中央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部署
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近日，省
纪委监委机关牵头，会同15家省
直部门单位制定了《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

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
工作方案》，部署开展对5个方面
17项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聚焦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聚焦
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三资
管理、土地征收、惠农等民生领
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聚焦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
败”问题，聚焦环境保护、营商环
境领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损害群众利益问题，聚焦统计造
假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陕西启动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杨凌：我国农业领域科技创新的“国家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涉及5方面17项突出问题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9月11日，记者走进西安比亚迪公司草
堂厂区的焊装工厂，只见生产线上工业机
器人灵活地转动机械手臂，精准无误地焊
装轿车外壳。

该焊装工厂不久前刚刚投产，是西安
比亚迪公司年产3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扩产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0亿
元，将于 2019年年底基本完工。项目全部
达产后可年产 3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4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该
项目的焊装工厂已陆续投产；涂装工厂厂
房主体已完成，正在进行设备安装；总装工
厂正在抓紧施工。

西安比亚迪公
司年产 30万辆新能
源乘用车扩产项目
只是我省汽车制造
业领域众多在建项
目中的一个。据省

工信厅总工程师崔跃民介绍，目前在我省
汽车制造领域，有 29个汽车整车和关键零
部件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这 29个项目投资
总规模在700亿元以上。其中，整车项目13
个，总投资332亿元，在建汽车产能规模100
万辆以上；零部件项目 16个，总投资 353亿
元。这些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700亿元以上。

今年前7个月，西安比亚迪公司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7.31万辆和 7.4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7.78%和14.73%；新能源汽车
实现产值 109.3亿元，同比增长 12.44%。据
了解，除正在加快建设年产 30万辆新能源

乘用车扩产项目外，该公司还在抓紧建设
动力电池生产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 120
亿元，分两期建设，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实
现年产值 330亿元。目前该项目一期建设
进展顺利。

我省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些新项目已经
初步建成，正在发挥强大的带动效应。陕
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建设的宝鸡新能源汽
车及中轻卡车桥基地项目，是陕西省百万
辆汽车工程建设重点项目之一，也是该公
司打造高端新能源汽车车桥产品的产业化
基地。该项目一期建设投资总额7亿元，项
目一期于 2018年 3月开工，今年 4月 1日第
一根汽车车桥总成下线。目前，项目一期
各生产线已陆续投入使用，截至 7月底，累
计下线汽车车桥总成6万根，实现产值超过
4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该基地将成为国
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车桥产业基地，新增
年产 30万根的车桥总成生产能力，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 40亿元，可提供 900余个就业
岗位，并带动配套体系本地化发展，打造更
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我省汽车制造领域的众多新建项目
中，不乏外省资本的“身影”。陕西达美轮
毂有限公司的年产 600万只轻量化铝轮毂
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由江苏悦达集团、江
苏苏美达集团、铜川市产业合作发展基金
共同出资。目前，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截
至 8月 10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
到 2020年，该项目可新增铝合金轮毂产能
150万只，预计实际产量可达 97万只，新增
工业产值 1.78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200多
个。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到7.3亿元。

随着我省汽车制造业领域重点项目建
设的稳步推进，汽车产业在我省工业经济
中的支柱地位越来越稳固，将成为推动我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沈谦）

重点项目挑起陕西汽车制造业发展“大梁”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9月
6日至15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安康东站党委围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后7次组
织干部职工利用休息时间，在党员活
动室、信号楼、货场营业大厅等区域，
开展“我为国旗敬个礼——唱响国
歌”系列主题活动。 佚名 摄

铁路职工：

致敬国旗
唱响国歌

近日，西安市轨道集团运营分公司运营二中心在
四号线行政中心站，举办了以“垃圾分类，地铁先行”
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一对一讲解”“垃圾分类大闯关”
“垃圾分类我代言”
等互动环节，让乘
客更加全面了解
了垃圾分类的相
关知识。李丹 摄

本报讯（张振声）9月15日，神东煤炭
集团锦界煤矿 31408综采工作面安全优质
贯通，标志着世界首套纯水支架圆满完成
了第一个综采工作面回采任务。

世界首套纯水支架于去年 8月 14日在
锦界煤矿 31408综采工作面开始安装，8月

28日投入运行，配套152台支架。该纯水支
架初期试运行期间，曾存在支架大柱油缸
多处不保压、水质电阻率偏低、各类油缸及
阀组材料防腐性能低等诸多问题。对此，
该矿成立了以矿长为组长的纯水液压系统
工作领导小组，狠抓技术攻关，不断发现问

题，逐一破解难题，最终成功应用世界首套
纯水装备。目前，纯水支架系统各项指标
正常，满足回采、末采安全需求。31408综
采面长度为 259米，推进长度为 5162.2米，
已回采原煤534.2万吨。

纯水介质的应用，可防止水质污染，减

少乳化液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产生良好的
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世界首套纯水支架
在锦界煤矿31408综采工作面的成功应用，
成功解决了井下开采污染难题，填补了国
内外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使用纯水介质的
空白，是煤矿清洁绿色生产的重大突破。

世界首套纯水支架在神东煤炭集团圆满“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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