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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高考期
间早晚高峰交通平稳有序、
把交通拥堵的发生概率降
到最低、保证交通路网正常
运转，西安交警发出倡议：
希望高考期间市民尽量选择
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
车等绿色方式出行，给考生
让出一条高考“绿色通道”。

同时，西安交警对高考
期间接送考生、运送试卷
等考试物资的相关车辆轻

微交通违法行为只纠正不
处罚。

据悉，高考期间西安警
方每天将出动至少 3000名
警力及 400辆警车，在每个
考点都安排部署治安、交警、
特警等多警种警力，协作开
展考点周边治安巡逻防范及
交通疏导工作。同时，西安
警方还在每个考区专门安排刑
侦、网安等警力，依法对各
类作弊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西安：相关车辆轻微违法只纠不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家长们送
上高考防疫十条关键提示

高考防疫

家长应该怎么做

做好自身健康监测

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如有异常，尽量
减少与考生直接接触，及时报告并就医。

准备考试物品

携带好准考证、身份证、口罩以及相
关考试用品、防护物品。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减少外出，减少聚会，保持 1 米社交
距离、加强手卫生。

掌握基本防疫知识

熟悉掌握高考防疫各项措施、应急应
对流程和个人防护要点。

注意送考安全

自觉维护考点周边秩序，遵守送考区
的相关制度，按指引进入考场。

休息场所的选择

有条件的考生回家休息，如需订酒
店，建议自带个人用品。

注意饮食卫生

不吃或少吃生冷食品，食物应烧熟煮
透，注意食品的保质期和储存条件。

合理搭配膳食

规律饮食，多准备清淡、易消化食物，
不宜喝浓茶和咖啡。

根据孩子的身体素质，选择适合的运
动项目和方式来稍作放松。

引导考生心态调整

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积极、正向鼓
励孩子乐观面对、从容应对高考。

适度运动和规律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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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6日，记者从省招
生办获悉，2020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 322344
人，目前通过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已经录取 51251
人，7月 7日、8日我省将有 27万余名考生在 107
个考区、266个考点、9332个考场参加高考。全
省教育系统将有 4万余名工作人员参与考试组
织工作，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范围
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组织活动。

围绕教育部提出确保“健康高考”“公平高
考”“平稳高考”“温馨高考”和“诚信高考”的工
作要求，我省今年高考工作坚持以最高标准、最
严举措，严格做好高考防疫、考试安全、考生服务
等各项工作。

省招办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重视身体自我
健康监测，以良好的健康状况参加考试。严格遵
守考试各项纪律，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参加考试。

据记者了解，考试当天，所有考生、考试工作
人员体温应低于 37.3℃。如受高温天气影响，考
生第一次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当休息后使
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
须经有关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

等进行专业评估。
进入考场，考生只准携带准考证、二代居民身

份证以及2B铅笔、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等文具
和口罩等防护用品；严禁携带手机、无线发射和接
收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手表、涂改液、修
正带、助听器、文具盒和其他非考试用品。

由于标准化考点使用金属探测仪等辅助考务
设备，考生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低风
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
就座后，考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

我省高考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点，考场
全程录像并通过远程实时监控，考生在考场的
一举一动全部录像备查。考试结束后，将对全
部监控录像进行回放审查。如果考生违纪作
弊，将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其高考成绩和录
取资格；作弊情节严重的，3年内不准参加各种
国家教育考试，并将记入考生档案；凡存在组
织作弊、提供作弊设备、出售或提供考题、替考
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涉嫌犯罪的，将移
送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九）追究法律责任。

今日全省27万余名考生参加高考

本报讯“高考”心系千
家万户，西安公交集团全力
以赴做好考试期间的营运、
安全、服务工作，为莘莘学
子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7
月 7日至 8日两天，凡考生
持“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
坐西安市公交集团所辖线
路的公交车辆。

高考期间，该公司增
加途经高考考场线路运
力，减少中午停运车辆。

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
确保考生按时到达考场。
继续坚持做好驻站测温、乘
客佩戴口罩、“一码通”扫码
乘车和车辆整洁、消毒等
工作，切实做到“不漏一
人、不漏一车”。

同时，在西安市设立
10 个应急处置值班点，配
备 10 辆值班车，及时处理
突发事件，为急需帮助的
考生提供特需服务。

西安市公交集团：考生免费乘坐公交车

本报讯 为方便考生出
行，咸阳市高考期间（7月 7
日、8日），中考期间（7月 17
日、18日、19日）暂时解除
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段限
行措施。

咸阳交警全员上路加
强通往考场主要路口和重
点路段的巡查管控和指挥

疏导，及时发现和处置交
通拥堵、交通事故等各类
突 发 事 件 ，确 保 道 路 畅
通。同时，为了给广大考
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道路出
行环境和考试环境，考试
期间，考场周边部分道路
将进行交通管制，禁止社
会车辆通行，禁止鸣笛。

咸阳：暂时解除机动车限行措施

←近日，国网西安供电蓝田公司
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对考点的供电线
路和设备进行特巡，确保高考保供电
工作万无一失。 武恒智 摄

↑西安地铁在全线网各车站开设“高
考专用绿色通道”，凡持有“高考准考证”
的考生本人及不超过两名陪同人员，经过
扫码、测温、安检后，可以优先通过“高考
专用绿色通道”，享受免费搭乘地铁服务。

在此期间，线网各站还提供防护口
罩、爱心预约等便民服务措施，为考生顺
利赴考保驾护航。 李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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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市岚皋县四季镇竹园村，85后
彭荣喜和老乡一起在茶园采茶。彭荣喜
说：“我们这里原先叫茶棚村，山上的古
茶树很多，进入 80年代，老乡们都出去打
工，几千亩老茶园就荒废了。2016年我
回到家乡，和哥哥一起改造老茶园，流转
土地种新茶，现在新老茶园加起来有
2000来亩，投入达 1500多万元。”

彭荣喜 18岁那年出去打工，在酒店做
过服务员，开过理发店，做过服装生意，后
来和浙江老公一起在上海开厂，用数控机
床生产汽车配件。2016年在外打拼 10多
年的彭荣喜返乡创业。她表示，回老家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多
陪陪年迈的父母。

在岚皋的大山里，
树林下、草丛中都有不
少茶树，在外打拼的那
些年，父母每年都会上
山采一些，回家后在铁锅
里炒茶。彭荣喜喜欢喝
父母自己炒的茶，她的
朋友也喜欢大山里原
生态的茶叶。

在她的茶园里，
2016 年种下的茶树已
基本成型，目前可以开
始采茶。彭荣喜说：

“新茶园还没到丰产期，要是到丰产期一
亩茶园一年的毛收入能过万。”

做农业投入大，见效慢，但彭荣喜返
乡种茶做茶，带动贫困户 200多户，当地
老乡已经受益。彭荣喜说：“老乡们不容
易，我得帮他们，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

好山好水产好茶，彭荣喜看好家乡的
茶叶产业，通过直播把大山里的好茶推
荐出去。以前在大城市打拼，现在在大
山里创业。彭荣喜说：“和以前打工、开
厂比起来，我还是喜欢家乡的青山绿
水，生活在大山里，工作虽忙，但内心很
平静。” （魏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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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陕西用人单位平均月薪3203元

西安公开招募一批创业导师

商洛线上发布344个文旅招商项目

本报讯（张棋）7月6日，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发布
了第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第二季度全
省线上专项招聘活动和现场招聘活动求职个人数24.62万
人次，用人单位提供平均薪酬为 3203元每月，陕南地区薪
酬供需水平小幅增加。

据统计，二季度用人单位提供的平均薪酬为 3203元/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00元；求职个人期望薪酬
为 3471元/月，同比增加了 145元；薪酬供需差距为 268
元。二季度薪酬供需认知水平差距拉大，反映出求职个
人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后对生活改
善的愿望有所提升，同时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恢复水平与
个人期望有一定差距。

本报讯（李卓然）7 月 6
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
至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下降 2.5%，降幅较 1至 4
月份、1至 3月份、1至 2月份
分别收窄 4.3、14、33.4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3.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1至 5月
份，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9.9%，较 1至 4月份提高 1个
百分点，高于全国水平20.8个
百分点。其中，随着三星 12
英寸闪存芯片二期项目、煤炭
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
项目一期 180万吨/年乙二醇
工程、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
炭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有效推
进，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8.9%，较 1至 4月份提高 1.3
个百分点；随着陕北-湖北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陕煤黄陵店头电厂项目、
西安东北部 330千伏架空输
电线路迁改落地工程等项目

建设进度加快，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
资同比增长 33.8%，较 1至 4
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

随着机场三期、西安地
铁三期、西安火车站站改全
面开工建设，5G基站及网络
建设提速，全运会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三改
一通一落地”全面推进，基
础设施投资克服疫情影响，
回升明显，1至 5月份，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10.3%，
降幅较 1至 4月份和一季度
分别收窄8、18.5个百分点。

5月当月，全省新入库项
目 2473个，较去年同期增加
1112个，同比增长81.7%。其
中，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
项目较去年同期增加282个，
同比增长87.3%。1至5月份，
本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同比增长120.7%，本年新开工
项目个数同比增长29.2%。

1至5月全省工业投资增长9.9％

彭荣喜和老乡一起在茶园采茶彭荣喜和老乡一起在茶园采茶

据新华网 近一段时间以来，噪声
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公众噪声污染举
报甚至超过了大气污染。生态环境部
最新发布的今年 5月全国“12369环保
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受理的举报情
况就显示，5 月噪声污染举报量最
大，问题最为突出，甚至超过了一直
以来居于首位的大气污染举报。

噪声污染问题为何如此突出？我
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多年未修或许是症

结所在。
据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

长别涛介绍，噪声污染防治法实施
已经 24 年，其间从未修改，更没有配
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这部法律，
别涛坦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他说，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已列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 会立法规划，
这部法律的修订由全国人大环资委
牵头。

对于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何修改？
别涛说，这部法律的修订将结合新时
代生态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其
中，将突出源头治理，落实规划在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做到
源头防控；加强对工业生产、建筑施
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等各类环境
噪声源的监管。

同时，将聚焦重点问题。重点是

着力解决当前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中面临的部门管理职责划分不清、源
头防控不足、罚则不明确等突出问
题。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研究论证，确
保制度可行有效。

别涛表示，将通过这部法律的修
订提升治理能力，强化政府监督管理
责任，划清各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噪
声排放单位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加
强社会共治。

本报讯（孟珂）近日，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启动 2020年西安创业导师选聘活动，致力于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此次选聘活动面向常住西安市的成功创业人员、企
业管理人员、大中专院校或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在创业
服务方面有经验、政策熟的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
以及其他各类创业服务人员。创业导师聘期两年，申报
时间截至 7月 24日。

创业导师将通过授课、咨询，帮助创业者掌握工商、税务、
金融、人社、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其创业的成功率。

本报讯（李卫 郭诗梦）近日，由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
等单位主办的 2020中国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文旅项目
网络招商推介会在商州举行，覆盖文化旅游全产业，总
投资额近1500亿元。

推介会上，按照康养度假、民宿酒店、红色旅游、乡村
旅游、产业园区、夜游经济、文化演艺、古迹古镇、旅游观
光、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12个类别，对全市精心
策划的 344个项目进行了整体推介。 各县区通过视频方
式推介了文旅优质资源、重点项目和优惠政策。

生态环境部：

研究起草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建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