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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中共中央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国内自主研制的直-20多用途直升机亮相天津直博会

■中国黄金产量连续12年、消费量连续6年居全球第一

■银保监会将整治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铁路新运行图今日起实行 增开旅客列车160列

■全国共立公益诉讼案件20余万件 食药领域占33.7%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全省百万职工网上健步走活动圆满落幕
“与祖国同行”

本报讯（雷职源）随着国庆假期
结束，由陕西省总工会主办的“与祖国
同行”全省百万职工网上健步走活动
顺利收官（获奖团队、个人名单详见二
版）。活动历时 100天，得到了广大职
工的热情参与和广泛好评，线上线下
参与人数达 381 万人次，访问量突破
6000万次。

“与祖国同行”全省百万职工网上
健步走活动作为省总工会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三个百万”系
列活动之一，从今年 3 月开始策划筹
备，历时 4个月的开发与完善，在克服
重重技术困难后，7 月 1 日正式上线，
上线当日访问量就达到 201万次。

上线当天，省总工会在西安和延
安同步举办了百万职工网上健步走活
动线下启动仪式，拉开了活动序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郭大为和西安、延安两市总工会领导

共同打响了发令枪，千余名职工群众
迈出了健步走活动第一步。

“过去散步锻炼，我们都是各走各
的，很难养成天天锻炼的好习惯。”来
自健步走团队“榆靖横山所黄蒿界站
3 队”队长薛利飞说，“这次省总工会
推出的健步走活动可以组建团队，于
是我就邀约爱走路锻炼的几位同事组
成团队。我们每天相互监督，共同完
成活动任务。大家都说这种方式特别
好，明显感觉身体更健康了、工作更有
劲头了、同事关系更融洽了。我们企
业组建了上百个健步走团队，健步走
活动已成为企业职工最流行的运动和
最热门的话题。”

活动期间，薛利飞团队一直在全
省团队排名榜单上遥遥领先，最终以
团队达标率、团队平均步数第一的好
成绩获得了团队一等奖。

（下转第二版）

线上线下参与人数达381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国庆假
期结束后，从天南海北逛回来的人们
带回家的不是五颜六色的纪念品就是
各地的土特产，而 10月 8日晚，刚刚乘
飞机从国外归来的李艳光和贺博女
士，却以自费出国参加马拉松赛的骄
人成绩，各自捧回了一枚亮闪闪的“德
国柏林马拉松赛纪念奖牌”，着实引起

了朋友们的一片艳羡和赞叹。
10 月 10 日，记者一大早在西安曲

江南湖拦住了正在晨练的李艳光，听
她讲述了和同伴的参赛经过。

李艳光说，她和前同事贺博是 9月
25 日以游客身份从西安出发，26 日到
达德国。经过短暂休整，于 29 日上午
参加了第 46届柏林马拉松赛。

与美国波士顿、芝加哥、纽约，英
国伦敦、日本东京并列为世界六大马
拉松赛事的德国柏林马拉松赛，创立
于 1974 年，一般定在每年 9 月的最后
一周举行，组委会按照被邀请参赛者
报名的个人成绩，划分出不同的出发
时间和区域。

李艳光被分在 H 区，从当地时间
10 时 10 分出发，最后以 3 小时 56 分 53
秒的成绩，跑完了 42.195 公里的马拉
松全程，在该年龄组 600 名参赛者中
名列第 103 名。贺博被分在 G 区，从 9
时 50 分出发，最后以 4 小时 3 分 10 秒
的成绩跑完全程，获得了该年龄组第
356 名。均高于此次参赛的中国选手
4小时 29分 40秒的平均成绩。

李艳光今年 6月份刚从西安一家银
行退休，而贺博还在上班。她们喜欢运
动，近几年才开始参加马拉松比赛。

李艳光说，她去年第一次在西安
参加马拉松赛，只参加了一个“半
马”。今年 4 月在杨凌参加了一个“全
马”，跑完了全程。但这次跑下来，尽

管有时差等因素影响，但两人“觉得体
能都还可以”。

据介绍，参加这些国际马拉松赛
事门槛不低，要经过多层报名遴选，吃
住等各种开销总计在万元以上。面对

“花钱找苦吃”的疑问，她们的回答是
“我们重在挑战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参加完柏林马拉松后，她们还参
加了慕尼黑啤酒节，随后又到意大
利游览，最后从德国返回。回国后，
她们加紧训练，备战本月 20 日的西安
马拉松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
入提高，追求个性化生活已经成为一
种新风尚。据新华社报道，在吸引了
来自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6900 多人
参加的这次柏林马拉松赛上，中国跑
者多达 2117 人，仅次于美国的 5432 人
和英国的 3766 人，成为除德国本土以
外参赛人数第三多的国家。

在返程的飞机上，许多老外和国
内游客获悉她们是自费出国跑马拉松
后，都伸出了钦佩的大拇指。

西安两位女职工自费参加第46届柏林马拉松跑出好成绩
三秦巾帼真个是豪气万丈 国庆假期飞欧洲走上赛场

↑获得的奖牌

←奔跑中的李艳光（前排
右二）

10 月 9 日，在陕
汽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陕西汽车技工学
校重卡技术实训基
地，汽车技术实操老
师陈立龙给来自非洲
赞比亚的学员讲授相
关知识。这些学员要
在陕汽进行 15 天的
培训。

据了解，今年陕
汽在赞比亚的汽车销
量为 456 辆，在非洲
的销量超过 5000 多
辆。截至目前，陕汽
在非洲累计销售汽车
近7万辆。

谭永平 摄 赞比亚学员到陕汽赞比亚学员到陕汽““取经取经””

以“绿色生活、美丽
家园”为主题的 2019 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已落下帷幕。通过这
一场持续5个多月的“绿
色盛宴”，世界各地的人
们记住了生机勃勃的绿
色小镇延庆，留下了“绿
色印记”，同时也在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凝聚了更
大的“绿色共识”。

荟萃园艺精华，传
播生态文明。作为展出
规模最大、参展国家最
多的一届 A1 类世界园
艺博览会，北京世园会
迎来了 110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以及包括中国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
在内的 120 余个非官方
参展者参加，吸引了934
万中外观众前往参观。

北京世园会上，无土栽
培、滴灌、鱼菜共生等生态农
业技术，湿地恢复、矿山修复、
海水淡化、清洁能源等多种环
保技术与成果，在国内外一个
个展园中得以展现，蕴含着各
国人民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
色生活的不懈努力。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此次
博览会，是对生态文明
理念的一次隆重传播。

绿色发展昭示未
来。70年来，中国共产
党人带领人民艰辛探
索，将一片片荒凉苍茫、
沟壑山峁，变得绿意盎
然。从昆明到北京，两
座举办了 A1 类世园会
的中国城市，见证了生
态中国的巨变。中国正
以决战姿态向生态环境
问题全面宣战，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快车道。

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 ，追求绿色发展繁
荣 ，追求热爱自然情
怀 ，追求科学治理精
神，追求携手合作——
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才能行稳致远。

北京世园会虽已
落幕，但绿色的种子已播洒
在人们的心里。让更多的人
意识到，面对世界范围内严
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唯有共
同努力，才能让子孙后代既
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

“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
花香”。 （赵琬微 魏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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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10月 10日，记者从省统
计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
源产品生产运行平稳。

进入8月份，受煤炭价格回落影响，煤炭生产环
比下降，累计降幅虽较上月收窄，但产量较同期仍
有较大差距。1至 8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
量为38213.32万吨。

原油产量平稳增长。1至 8月，我省规模以上

工业原油产量为 2378.80万吨，同比增长 1.6%。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石化分公司和
延长停产检修影响，1至 8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原
油加工量为 1145.17万吨。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产
量为322.53亿立方米。

发电量持续增长。1至 8月，我省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量为1329.64亿千瓦时。8月份，风电增速由
负转正，火电、水电和光电保持高速增长。

1至8月全省规上工业主要能源产品生产运行平稳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10月 10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省深入实施五大专项行动、持续优
化提升营商环境有关情况。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迎军介绍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在
去年持续用力推进“十大行动方案”和“三
年行动计划”基础上，今年又开展了规范
中介服务、规范涉企收费、诚信体系建
设、优化便民服务和促进政策落地落实
等五大专项行动。经过不懈努力，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

发布了第一批中介服务目录。对 27
个省级部门 95 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了
梳理，明确实施部门、序号名称、设定依
据、中介服务实施机构等内容，形成我省
第一批中介服务事项通用目录，已在省
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加大“中介超市”建
设力度，西安市中介服务超市于去年 11
月开始运行，为全省“中介超市”建设树
立了样板，铜川、杨凌两市（区）中介超市
也于今年上线运行。

构建了涉企收费制度性规范。积极
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顶格制定我省
配套政策，1-8 月份全省累计实现新增
减税 259 亿元。印发《关于清理整治政
府部门下属单位涉企收费、中介机构收
费的通知》，对 5家行业协会的违规行为
进行核查，监督其整改。印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管理的通知》，对 40
余家会费档次超过 4档或会费标准浮动
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了整改。

开发了 APP 实现政务服务“掌上
办”。基本完成全省各级政务服务网与
国家平台对接，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超 70%，市县超 60%。截至 8 月 6
日，陕西政务服务网注册用户 345万户，
网上办件 172万件。全省非税收入网上
缴费系统 5 月 20 日上线试用。移动端

“陕政通”和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等 7 月 11 日上线试运行，1455 项省级事
项实现手机 APP可查、可看，其中 600个
行政许可“掌上可办”。大力推进公安、
人社、卫生健康等 7 个网上政务服务旗
舰店建设。制定了省级“12345”政务热
线政府购买服务需求方案。

制定了利企便民政策落地流程图。
对中省利企便民政策进行梳理，形成了
278 项政策核心条款和 155 张政策落地
流程图，已在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发布。其中，利企政策 255
项，便民政策 55项。流程图明确了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
理时限、办理材料、联系电话等要素。涉及政策涵盖公安、
财政、税务、市场监管、人社、发改等 24个省级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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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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学校人
才培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记者从教育部 10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推动高校聘请各行业优秀人才
担任创新创业教育专兼职教师，目前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专职教师近 2.8万人、兼职导师 9.3万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教育部会同国家发
改委建设了 19 个高校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了 200 所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央财政共支持 8.8亿元打造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区，以改革标杆示范引领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走向深入。

同时，我国着力打造创新创业教育线上线下“金课”，目
前全国累计开设 2.8万余门课程，各示范高校开设 2800余门
线上线下课程，选课人数近 630万人次。与此同时，依托国
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出了 52门创新创业教育精
品慕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断健全。

全国高校已有近2.8万名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