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张 瑜 校对：白艳红

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安

全

第

一

课

公

益

第

一

课

←9月5日，小朋友在展示制作完成的抱枕和爱心卡片。
当日，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长大校区）的三年级小

朋友和家长共50余人走进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为山区
留守儿童制作抱枕，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邵瑞 摄

↓近日，安康铁路公安处旬阳北站派出所抓住开学初
期关键节点，积极组织警力，深入辖区铁路沿线草坪九年
制学校，将铁路安全知识及时送进校园。 刘耀武 摄

本报讯（张端 梁婷）9月 4日，西安
市政府发布消息，《西安市大宗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方案（2020-
2021年）》（以下简称《方案》）印发。

《方案》提出，到 2021年，将实现以
下目标：基地固废处置量达到一定规
模，主要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65%以上。基地各类固废处置及综合利
用重点企业数量达 40家。以快递包装
废弃物为代表的大宗城镇新型固体废

弃物集聚化、规模化
处理能力明显增强，
回收体系逐步完善，
回 收 利 用 率 达 到
75%以上。积极开
展报废机动车回收
拆解及再利用，拆解

能力达到 3.5万辆/年，促进产业集群效
应初步形成。基地建筑垃圾处置能力
达到 1000 万吨/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0%以上。基地范围内农作物秸秆（果
枝）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废旧农
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80%以上。

《方案》指出，按照“一个核心、多点
辐射、全域协同”的思路，在西安市西南
片区规划布局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基地，优化基地产业布局。在核心区
及辐射区范围内，依据所处置、再利用
废弃物产业链的关联性，统筹快递包装
废弃物回收利用、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及再利用、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果
枝）和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重点项目。

构建快递包装废弃物综合利用体
系。探索建立“一个核心基地、百家快

递企业、千个末端网点”共同组成的快
递包装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全面提高
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和利用
水平。 到 2021 年，全市 85%以上的快
递网点合理配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
置。引入专业第三方循环利用企业参
与快递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逐步打通
快递包装废弃物末端回收到再生利用
的渠道。 研究制定快递业绿色包装

“西安标准”，开展快递业绿色包装行
动，减少过度包装、重复包装。在品牌
快递企业中开展循环中转袋（箱）全面
替代一次性塑料编织袋试点工作，到
2021 年，全市快递企业循环中转袋使
用率达到 90%以上。

以陕西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
公司为核心，以西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为依托，吸引汽车拆解部件再利用企
业、旧零部件再制造企业及市场化销售
企业入驻基地，打造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及旧零部件再制造、再利用产业集
群。鼓励支持拆解企业和废钢回收企
业与共享单车企业建立合作，将废弃的
主体车架等金属材料、车体塑料、轮
胎、坐垫等零部件进行拆解回收利用。

探索建立收费制度和奖补政策，按
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谁产生谁付
费、谁处置谁受益”的原则，对废弃物综
合利用涉及的消纳区和综合利用企业
按照一定标准予以补贴。 同时，将资源
再生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鼓励政府
和社会公众优先选购资源循环利用产
品，加快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
需求拉动机制。

西安大宗“垃圾”如何处理有了新规划
主要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65%以上 快递业绿色包装“西安标准”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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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衰荷滚玉闪晶光，一夜西风一夜
凉。”《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9月 7日 12时
8 分将迎来代表自然界气温变化的重要节气“白
露”。此时节气温逐渐下降，天气转凉，草木凝露，
空气湿度降低，“秋燥”出现，公众要避免燥邪伤
害。同时每逢夏秋换季，也是胃肠道不适的高发
期。专家提示，除注意饮食和保暖外，还需加强锻
炼、调节情绪。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说，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昼夜
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天高云淡，气爽风凉，孟秋结
束，仲秋开始，进入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
陶夏平提示，照顾好自己的肠胃，要从生活方式和饮
食上入手。入秋后，早晚天气转凉，要注意保暖，特
别要注意睡觉时不将腹部和背部暴露在外面。同
时，不熬夜、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情绪，也利于增
强脾胃功能。

饮食方面，为避免病从口入，要注意勤洗手，采
取分餐制、公筷制，自带餐具等。三餐定时定量，细
嚼慢咽，多吃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减小肠胃负担。
忌辛辣、过甜、过咸、高油等易增加胃酸的食物，可适
当用红枣、薏仁、红豆等食材熬粥，健脾化湿。同时，
秋季气候干燥，应注意多补充水分，促进排便通畅。

现在正值开学季，少年儿童上学后该如何注
意？陶夏平说，开学后孩子的
生活恢复正常，规律的作息和
社交都有助于身体和情绪健
康。家长应注意调整孩子饮食
结构，多吃粗纤维食物和新鲜
蔬果，少吃肉类和生冷食品，平
时督促孩子多做快走、慢跑等
运动，增强脾胃功能。

今日12时8分“白露”
专家支招应对换季肠胃“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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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颖）9月 4日至 9日，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
贸会）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陕西省交易团有参展企业14
家、参会企业50余家，参会代表和企业人
员将参加线上线下洽谈采购等活动，以及
各类政策解读会、新品发布会、贸易洽谈
会、产业对接会、采购需求发布会等，了
解和学习服务贸易业新理念、新技术。

我省在本届服贸会旅游服务专题展

区里设立了陕西展区，西安、宝鸡、渭
南、延安、西咸新区等 10个市（区）和 30
多家企业的优质文旅产品参展。服贸
会陕西展区以“文化陕西”为主题，设四
条主线，分别为黄河旅游带、红色系列
景区、丝绸之路风情走廊、大秦岭人文
生态旅游度假圈四部分，集中展示富有
陕西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创品和
旅游商品。

服贸会期间，我省还将举行专
题推介、仿唐歌舞表演等活动，展
示陕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旅游发展理念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
展的演艺产品。

“文化陕西”亮相2020年服贸会
10市（区）30多家企业的优质文旅产品参展 据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消息，《在线旅游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将于 10 月 1 日起施
行。其中规定，在线旅游经营者应当保障旅
游者的正当评价权，不得擅自屏蔽、删除旅游
者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导、引诱、
替代或者强制旅游者作出评价。

在旅游网站上，游客往往会通过浏览、分
析各种“好评”和“差评”，并参考综合评价得
分，最后选择最佳旅游线路。网友评价至关
重要，直接影响旅游公司的潜在客户。而这
种评价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日常监督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享有对商
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换言之，也就是
保护消费者正当的评价权。

现实中，有些在线旅游经营者在商业利
益驱动下，对消费者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
比如“中评”与“差评”，人为设障，以好评返现
甚至威逼利诱的方式阻止消费者的“差评”。
近年来，旅游经营者恶意报复、骚扰和纠缠消费者事件不
时出现，甚至个别旅游经营者“公关”电商平台，直接屏
蔽、删除“差评”。

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评价权，是企业应尽的法定义
务。《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商平台应当为消费者提供
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不得删除评价，否则，将承担最高50万元罚款。平台方
应客观真实展示旅游体验者对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各种评
价，包括“好评”“中评”和“差评”，绝不能屏蔽和删除“差
评”。否则，旅游经营企业将受到经济上的惩罚。

与此同时，应当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评论者进行隐
匿化屏蔽，让旅游经营者看不到评价者的真实身份，从而
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程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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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工网 教育部 9月 5日公布 2021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时间表，同时印发《2021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根据统一安
排，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时
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 时至
22时。初试时间安排在 12月 26日至 27日，考试
时间为每天上午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下午 14
时至 17时，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
的考试科目，则安排在 12月 28日进行。

按照《规定》，2021年起全面推进经济类专业

学位和学术学位分类考试改革试
点，经济类综合能力考试科目将由
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供金
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
险、资产评估 6个经济类专业学位
选用，招生单位要统筹考虑本单位
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使用。《规定》强
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图书情
报、工程管理、审计 7个专业学位将根据实际情况
分开划线，不再统一划线。

明年研招考试10月10日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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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怡）为进一步满足客流需求，提升旅
客出行品质，自9月7日起，西安至榆林将开行160公
里复兴号长编组动车组。

为了提高运力，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9月7日，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对已开行的西安至
榆林D5098/5次、D5096/7次 2对复兴号动车组进行

“升级”，列车编组由 8辆“短编”变为 16辆“长编”，
运力增长三成左右。除了目前已有的座席车厢，还
增加了卧铺车厢，旅客乘车体验将进一步提升。

票价方面，西安至榆林二等座 157元，二等卧铺
上铺235元，二等卧铺中铺251元，二等卧铺下铺274
元；一等卧铺上铺298元，一等卧铺下铺338元。

西榆动车今日起增加卧铺车厢

本报讯（李琳）9月 6日，西安市交委办发布消
息，为切实规范共享单车秩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针对“不文明骑行者”将试行实施违规分级管理制
度，骑行人有闯红灯、闯行高架桥、隧道、在机动车道
行驶、逆行5种违反交通法规行为，将永久禁用单车。

在西安市交委办的指导下，美团、哈啰、青桔 3
家单车企业签订互信协议，共同建立共享单车“文
明骑行联盟”，针对“不文明骑行者”试行实施违规

分级管理制度，对不同违规行为限期限制使用单
车，从体制机制上完善单车管理制度，形成投放、
使用、归还、督考“四级”闭环管理体系。

针对不文明骑车用户，将通过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手段及时发现并归集入库，制定 5个等级的分
级约束制度，包括短信警告、禁用单车 1周、禁用
单车 2周、禁用单车 1月、永久禁用单车，倒逼单车
用户规范用车，文明骑行。

西安：5次违规永久禁用共享单车

本报讯（许祖华）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办学行为，
加强招生管理和学籍管理，陕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出通
知，将严查空挂学籍、无学籍就读等现象，严查无计
划、超计划招生。

强化普通高中新生学籍审核，确保招生计划、录
取名单、学籍注册、实际在校就读相一致，严格执行

“人籍一致、籍随人走”。强化招生入学资格核查和
新生入库查重等管理环节，通过学籍系统，严格核查
初中毕业生升学调档，杜绝不符合录取标准的初中
毕业生录入普通高中就学。未通过统一录取、违规
招收的学生一律不得注册学籍。不得招收省内其他
市（区、县）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的初中毕
业生，不得为此类学生办理招生录取和学籍转接手
续。严禁同时注册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双重学籍”。

新闻新闻新闻

我省将严查高中空挂学籍等问题

本报讯（樊华）自2019年 6月份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大力推行 ETC以来，全国各地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得
到了很大提升。随着城市交通以及公路交通的机动
化、智能化得到加强，智能交通产业得以迅猛发展。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共有 2.3万家智能交通相关企
业，从地区来看，陕西分布量位居全国前五。

在我国现有的 2.3 万家智能交通相关企业中，
2019年新注册企业 4200余家，同比增长 30%，今年上
半年新注册企业 1473家。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省
以近 9000家企业排名第一，安徽、山东、江苏、陕西分
列二至五位，均属于第二梯队，各拥有智能交通相关
企业 1千余家。此外，全行业知识产权信息数量逐年
上升，累计达1万余条。

陕西智能交通相关企业量居全国前五

本报讯（赵海霞 杨志斌）自8月下旬以来，中铁电化
运管公司西安维管处开展了“员工心理健康关爱”活动，
近千名一线员工参与活动。旨在更好地掌握员工当前
心理健康程度，加强对员工的身心关爱。

据悉，该处引入“小懂健康”心理测试软件进行科学
测试，建立了员工心理健康档案。为切实帮助员工缓解
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邀请专家先后在神木市大保当、
绥德、西安三个生产片区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提高
了职工幸福指数。

中铁电化西安维管处

开展员工心理健康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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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抗疫保增
力挽狂‘篮’‘羽’你同行”第八届职工羽毛球比
赛、第三届职工篮球比赛正式开幕，所属 14 家子
企业的近 300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旨在通过比赛提
高职工健康意识。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