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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上午10时许，热浪来袭，室外温
度已达36℃。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灞河两岸
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中交二公局 2020
年工程测量工职业技能竞赛仪式刚刚结束，
今年 52岁、来自礼泉县的王凯师傅一边抹
着脸上的汗水一边高兴地向“家”里跑去。

他口中的“家”，并非礼泉县老家，而
是指中交二公局灞河两岸提升改造工程
项目——“幸福小镇”的爱心宿舍。原
来，王师傅的媳妇前几天从老家过来看
他，他腼腆地对记者说：“有了爱心宿舍，家
里来了人也有落脚的地方。”

为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指导下，中交二公局工
会在灞河两岸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建设了“幸
福小镇”，为项目上近800名一线建设者提供
了安全、整洁、文明又温馨的生产、生活环境。

有家人陪伴 工作更有劲

自从妻子来了以后，每天中午12点，王

凯戴着橘色的安全帽，一路笑盈盈地回
到爱心宿舍。妻子韩雪红见他进门，便
赶紧打一盆温水让他擦洗，两口子坐在
有空调的房子里聊着家里麦子能收多
少，小外孙有哪些变化，村里又发生了哪
些新鲜事……

记者看到，爱心宿舍里空调、电视、桌
子、衣橱等一应俱全，出门就有淋浴间、洗
衣房、晾衣室等，生活非常方便。

“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干活儿也
更有劲了。”王凯说，现在工地上很多工友
都给家人打电话，让他们放心过来，因为
这里也有“家”了。

据该项目书记、工会主席曹国栋介
绍，“幸福小镇”总占地面积 9167平方米，
分为办公区、宿舍区、功能区、休闲区、就
餐区以及培训区六大区域，设有装配式集
成房屋 90间。其中，宿舍 60间、办公及配
套用房 10间、功能房 20间、篮球场 1座，健
身器材一应俱全，还配有安全培训大讲

台，能满足项目工人们生活和产业配套的
双重需求。

绿色环保小镇 助力项目建设

为了让一线建设者在“幸福小镇”里感
受到家的温馨，项目工会还设置了医务室、
理发室、棋牌室、阅读室和小超市，满足大
家的日常所需。同时，充分结合先进技术，
配备360°全景高清远程监控和人脸识别系
统，时刻保证建设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交二公局灞河岸线项目综合事务
部宣传干事徐雅楠介绍，“幸福小镇”在国
际港务区的支持下，在疫情期间拔地而
起，在这里能让工人们安心工作，幸福生
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项目建设中，为十
四运会奉献力量。“幸福小镇”在建设中最
大程度增加绿化面积，占整体建设面积的
40%。装配式房屋有效缩短前期的施工作
业时间和人数，保护环境，后期又可重复
利用，节约成本，空气能设备保障小镇所

有淋浴、洗漱、后厨等热水供应，安全、节
能，相对于传统热水器可以节约 75%的电
能，真正实现绿色环保。

“我是昨天刚来的，老乡给我说这个
工地对工人好，我就来了。”来自咸阳市乾
县的王满满说，来工地一看，“幸福小镇”不
但住得好，还有专业的物业公司 24小时驻
地管理，帮大家及时清扫宿舍卫生。王满
满表示：“我已下定决心，在这里好好干！”

据了解，灞河两岸提升改造工程全长
约 4.12公里，其中核心区域南北长约 1800
米，东西宽约 700余米，集水利改造、淤泥
固化、市政道路、园林绿化于一体，是西安
奥体中心景观配套工程。建成后将成为
水岸相接、绿意盎然的生态景观带，为奥
体中心绘出一道华丽的滨水天际线。该
项目执行经理李小刚介绍，工人们生活上
有了保障，工作热情高了，效率也提升了，
目前项目部已全面进入大干快上阶段。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幸福小镇”——一线建设者温馨的“家”

按照西安市 2020 年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工作安排，7月 12日上午 9时，全市
19个区县、开发区统一实施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电脑随机录取工作。截至当日下
午 13 时 25 分，西安市 2020 年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电脑随机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电脑随机录取工作全程录像，邀请纪检
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
体和学生家长代表全程监督，并委托公
证机构现场公证。

民办初中录取情况——55所民办初
中招生报名人数超过电脑随机录取计
划、实行电脑随机录取的 27所民办初中
电脑随机录取 16531 人；报名人数小于
电脑随机录取计划、直接全部录取的 28
所民办初中直接录取 5239 人。民办初
中剩余计划 3328人。

民办小学录取情况——115所民办
小学报名人数超过电脑随机录取计划、
实行电脑随机录取的 34所民办小学电
脑随机录取 4750人；报名人数小于电脑
随机录取计划、直接全部录取的 71所民
办小学直接录取 4611人。民办小学剩余

计划6971人。
综上所述，西安市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计划61425人，录取人数51126人，
其中直升人数 19995 人，电脑随机录取
21281人，直接全部录取 9850人。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剩余计划10299人。电脑随机
录取结果现场上传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管理平台，招生平台已通过微信公众
号或手机短信告知学生家长录取结果，家
长也可通过招生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西安市 19 个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的区县、开发区中，共有曲江、临潼、高
陵、鄠邑 4个区域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录
取人数。

综合来看，2020年西安市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择校热”明显降温。

初中民办学校报名人数锐减

今年西安市 55所民办初中招生总计
划29956人（含直升计划4858人），电脑随
机录取计划25098人，网上报名32781人，
民办初中报名人数较去年减少了 25163

人。55所民办初中的 28所未超过电脑随
机录取计划，仅 27所需要电脑随机录取。
电脑派位录取比例上，2019年是45.1%，今
年为76.56%。

往年热点民办初中“降温”明显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2019年录取率
为 25.3%，今年预计为 41.9%；长安兴国初
级中学 2019年录取率为 28.9%，今年预计
为 49.4%；陕师大附属中学分校 2019年录
取率为 28.6%，今年预计为 94.1%；铁一中
分校 2019年录取率为 33.7%，今年预计为
44.9%；西工大附中分校 2019年录取率为
40.8%，今年预计为 42.8%；高新唐南中学
2019年录取率为58.8%，高新一中初中校
区东区初中 2019年录取率为 50.1%，交大
附中航天学校 2019年录取率为 39%，今
年这三所学校报名人数均少于招生计划。

民办小学总体热度不高

2020年按照国家要求，西安市首次对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小学采取
电脑随机录取方式进行招生。今年全市
115所民办小学计划招生 31469人（含直
升计划 15137 人），电脑随机录取计划
16332 人，网上报名人数 13781 人，报名
人数比招生计划少 2551人。115所小学
中需摇号的仅 34所，占 29.6%。

往年热点民办小学报名人数大幅下降

西安新知小学今年计划录取 360
人，报名 417 人，录取率为 86.3%，较往
年学校自己组织的报名人数 3000 多人
大幅下降；高新一小今年对外计划录取
232 人，报名 504 人，录取率为 46.03%；
高新三小对外今年计划录取 54 人，报
名 75人，录取率为 72%；经开第一学校
十路校区今年计划录取 553 人，报名
1367 人，录取率为 40.5%；交大附中航
天学校（小学部）计划对外录取 59 人，
报名 72 人，录取率为 81.9%；交大附小
金辉分校报名人数未达到招生计划。

（综合）

西安西安““择校热择校热””明显降温明显降温
20202020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5112651126人人，，剩余计划剩余计划1029910299人人

近一段时间以来，孩子和家长所经历的
焦虑和艰难抉择，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7
月 12 日，西安民办小升初、幼升小进行摇
号，结果肯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摇中了心仪的学校固然值得庆贺，没摇

中的也不要太在意，毕竟升学路还很长，运
气终究不是能够长久依靠的，并不能就此决
定一个孩子的一生。无论中与不中，都坦然
接受，只要实力够，在哪里都能发光。有经
历才有成长，现在开始努力，一切都来得及。

点 评

惟有努力才不负青春

7 月 12 日 11 时许，在西安
市 碑 林 区 派 位 点 外 的 家 长 们
陆续收到孩子被录取的消息，
喜极而泣。 赵昊 摄

新闻 链接

本报讯 7月 13日，西安市各区县、开
发区公布辖区民办学校补录计划。有剩余
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可申请补录，补录对
象为已报名民办学校且未被电脑随机录取
的学生。民办小学补录可适当扩大招生范
围。民办初中补录仍为全市范围。

7月 14日-15日，民办学校补录报名，

每名学生只能选择一所民办学校报名。
7月 15日 15时，相关区县、开发区公布

补录报名学生人数，并在规定时间组织实
施电脑随机录取，并告知录取结果。

据悉，7月 28日至 30日各公办、民办
学校办理学生入学手续，民办小升初工作
全部结束。

14日至15日补录报名

7 月 9 日，西安市
未央区文联主办、未央
区作协协办的“文艺精
品创作座谈会暨李兴
茂《秦腔音乐女才子姜
云芳》新书分享会”举
行。据悉，已故易俗社
著名作曲家姜云芳系
未央区六村堡人，心系
秦腔，奋斗一生。图为
李兴茂向西安易俗社
社长、著名演员惠敏莉
赠送书籍。

张鹰 摄

本报讯（马晴茹 王晓琴）7月 12日 10时
55分，陕西援京核酸检测工作队结束了为
期 21天的援助北京核酸检测支援工作，顺
利返回。截至 7月 10日，工作队累计核酸
检测量达到 9万余份。

据了解，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6月 19日晚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指
令后，陕西紧急抽调省内检验专业人员，
组建“陕西省支援北京核酸检测工作
队”。来自西安、咸阳、宝鸡、延安、汉中
的 20 名队员快速集结，于 6 月 20 日凌晨
携带核酸检测设备，驰援北京朝阳医院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据了解，此次援京队员大部分为 80后、
90后，均为科室骨干力量，其中党员占65%。

抵京后，陕西援京核酸检测工作队第
一时间与北京朝阳医院团队组建“秦朝战
队”，实行全程闭环管理，战队成员结对
子、快速磨合，人员上岗“三班倒”，设备
运转不间断，24 小时全天候检测，使朝阳
医院总体核酸检测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协助该院优化检测流程、规范安全防护、
感控消杀、完善核酸检测操作规程等内
容。在支援期间，北京朝阳医院新冠病
毒核酸日检测能力由 1300人份 /天上升到
17000 人份 /天，截至 7 月 10 日，累计核酸
检测量达到 9万余份，为北京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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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颖 张天棋）近日，据初步统计，截至
6月 30日，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已为中小微企业减免
房租7278.04万元，助力我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减免中小微企业承租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用房房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了中小微企业房租减免的适用范围和减免流
程，简化了审批程序，对减免的具体方式作出了优
化规定，并通过相关网站向社会公布，便于广大中
小微企业了解和享受政策。

省财政厅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对省级主管部
门和各市（区）财政部门减免租金政策执行情况和
租金减免情况及时跟进了解，督促其及时足额兑
现房租减免政策，切实把这项惠企政策落实到位。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

为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7278万元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7月 10日，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我省已于本月开始进一步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行业开展专
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重点为招标人将项目
化整为零肢解工程、应招未招等任何方式规避招
标，或在招标文件设置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
斥潜在投标人，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不同的
资格审查标准等不合理限制和壁垒。投标人相
互串通投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使用暴力手段
强揽工程，恶意举报投诉严重影响招标投标正
常秩序。代理机构不按规定程序和时间发布招
标公告或售卖文件，故意利用投标环节程序操
作限制潜在投标人投标。评委专家在评标活动
中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徇私舞弊、弄虚作
假，影响评标评审结果公正的行为。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对房屋建筑等建设行业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钟洁）近日，记者获悉，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西安电网今年夏季用电形势较为严
峻。预计今年夏季电力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
将主要集中在马旗寨周边、凤城八路至北三环区
域、昆明路、芙蓉西路、建工路和太白南路沿线、
临潼、长安、蓝田城区以及大兴新区、引镇等地。

据了解，影响电力供应的原因主要为疫情造成
电网建设步伐放缓。根据预测，若出现持续超过一
周 40℃左右的高温天气，西安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
在940至980万千瓦之间，同比最大增长22.98%。

为全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该公司积极增加
电网容量，消除设备隐患缺陷，全力确保西安电网
供需平衡。安排迎峰度夏重点工程 60项，项目全
部实施后将新增供电容量 30.91万千伏安。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全力备战今夏负荷高峰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日前，汉中市镇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开
展了警医联动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助力
搭建道路交通事故救援“绿色通道”。图为模拟事
故现场民警与医生快速救治事故伤员。 李章 摄

本报讯（刘金玉 臧朔）7月 12日，2020年陕西
国际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圆
满落幕。中铁电气化局围绕轨道交通工业产业装
备和“新基建”发展理念，突出展示了“提供绿色
智能轨道交通产品和服务，为品质生活提速”的企
业使命。

展出现场，中铁电气化局工业公司智能沙盘
备受关注，它涉及了桥梁、隧道、城市、车站等多
处不同的应用场景，搭建了包括铁路变电所、接触
网（轨）等完整的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现场观众
可直观体验电气化铁路所运用的各种“黑科技”，
详细了解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全过程。

中铁电气化局

“智造”亮相陕西科创博览会

本报讯（陈练斌）截至 6月 30日，陕西化建公
司完成全年产值 65.9％，实现上半年时间产值任
务“双过半”。

据悉，陕西化建公司上半年共承担延长中煤榆林
能源化工、延长气田地面集输、延长泾渭新材料科技
产业园、大连恒力石化、浙江舟山石化等省内外
39个在建重点项目。自建筑行业陆续开工后，该
公司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坚持疫情防
控、施工生产“两手抓”，对所有项目实施“精品工
程策划”，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陕西化建公司

逆势冲刺实现“双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