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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上午10时25分，
D55385次动检车驶过西银高铁
渭河特大桥（无人机拍摄）。

当日，D55385 次动检车 10
时20分从西安北站开出，14时
12 分终到银川，西银高铁进入
正式开通运营前的最后试验
阶段。

西银高铁全长618公里，其
中，陕西段全长 193 公里，甘宁
段全长425公里。设计速度250
公里/小时，预留350公里/小时
有砟高铁提速条件，全线共设
车站 20 处，预计今年年底开通
运营。届时，从西安乘坐火车
到银川将由现在的14小时缩短
至3小时左右。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张丹）11月 19日，咸阳市举行
“百企进咸投资兴业”大会，现场签约项目
222 个，总投资 5629.3 亿元。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副省长
魏增军，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出席。

大会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
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努力和客
商企业共享“双循环”机遇、共创“新格
局”未来，奋力谱写咸阳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

据悉，本次大会邀请到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隆基集团、华为公司、阿里云计
算公司等 200 余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
签约项目 222 个，总投资 5629.3 亿元。其
中，合同类项目 114 个、投资 1550.2 亿元，
协议类项目 108 个、投资 4079.1 亿元，涉及
金融服务、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能源化工、食品医药、商贸物流、现代
农业和文化旅游等 9 大领域。会议现场，
咸阳市委书记杨长亚向陶文铨、陈全世、
张久俊、曹允春、严鉴铂等 12 位院士专家
和企业家授予咸阳市经济社会发展高级
顾问聘书。

咸阳举行“百企进咸投资兴业”大会
郭大为魏增军杨冠军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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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 19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十
三五”以来，我省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
科技型企业群体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规模质量稳步提升。

优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布局，提高市
场化、品牌化、特色化、专业化服务能力，着
力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园区”
孵化链条。聚焦解决企业技术需求和孵化
科技型企业，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赛事活动，

通过“以赛代评”支持获奖企业科
技创新。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
赛区承办 7 年来，62 家企业获中
央财政支持达 1970万元，参赛企
业累计获得投融资近29亿元。

落实高企奖补、以赛代评、瞪羚企业补贴
等政策，完善各类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等
创新载体企业培育补贴机制，打造“科技型
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
兽企业”培育梯队。2019年，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 536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4371家、净增
1233家、创历史最大增量，瞪羚企业达 169
家，独角兽企业达 4家。实施科创板上市企
业培育计划，西部超导、铂力特、三达膜、瑞
联新材 4家企业先后在科创板成功上市，数

量居西部首位。
坚持“高新”定位，严格审批，优化布局；

成立高新区创新联盟，推广“托管”“飞地”模
式，推动全省一盘棋协同联动发展；完善动
态考核评价制度，实行评价监测结果与奖
惩措施挂钩制度。有效发挥高新区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高新区建设创新
型特色园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特色载体，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019年，全省 21个高新区（不含 2019年底新
建的 3家省级高新区）实现生产总值 7139.71
亿元，占全省GDP的 27.68%，成为辐射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继续保持在全国前
列。2019 年，我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达到 67.04%，居全国第 9 位，较 2017 年的
65.66%增长了近1.5个百分点，其中科技活动
产出指数 75.42%，居全国第 4位。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59.2%，较 2016 年的 57.5%增长
了1.7个百分点；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584.58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27%，创十年来
新高，居全国第 7位，较 2016年的 419.56亿
元、2.16%大幅提升，年均增速超过 10%；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4371 家，净增
1233家，创历史最大增量，提前三年完成“十
三五”预定目标值；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1467.83亿元，居全国第 5位，提前两年完成

“十三五”预定目标值；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12.04 件，居全国第 7 位，提前两年完成

“十三五”预定目标值。

陕西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
科技型企业群体不断壮大 高新技术产业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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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
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第一，我们将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第二，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三，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
国际双循环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
对话会上主旨演讲的金句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快应用11月18日上线试运行
■农业农村部：我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超1万亿元
■截至10月末我国指数基金规模接近1.7万亿元
■进出口银行已累计发放进口信贷资金逾2.4万亿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1月 19日，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直属公办高职院校座
谈会。省总工会副主席安强出席并讲话，省教科文卫体
工会主席徐富权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安强充分肯定了各直属公办高职院校的
工会工作。他要求，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面对新形势，树立新理念，创新发展思
路，提出具体工作措施办法，力争工会工作走在群团组
织前列。要找准工会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
实保障职业院校的安全稳定；注重学院人才培养质量，
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技能竞赛，助力青年教职工技能提
升；做好职工维权和服务工作，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充分
发挥工会干部职能作用，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

会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等12家院校工会负责人就省属公办高
职院校工会在组织建设、民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召开直属公办高职院校座谈会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本报讯（任社）省委组织部近日透露，省委组织部将
组织实施 2020年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
街道公务员工作，共计划招录248名。

此次报考范围包括现任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
委会、社区居委会主任，在村或社区“两委”班子连续任
职满 3年，年龄 45周岁以下，取得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认可的高中及以上学历；现任的村、社区党组织副书
记，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在村、社区“两委”班子
连续任职满 3年，年龄 40周岁以下，取得国家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认可的大专及以上学历。

根据有关规定，乡镇机关新录用公务员最低服务期
限为 5年，服务期未满不得调入上级机关或报考其他机
关公务员。

陕西：面向优秀社区干部招录乡镇街道公务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 18日从最高人
民法院获悉，我国法院将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司法水
平，把调解工作融入人民法庭审判活动全过程。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庭要依法妥善审理婚姻家庭纠
纷、民间借贷纠纷、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基层
易发多发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把调解工作
融入人民法庭审判活动全过程，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
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最大限度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
化解。要保护诚实守信，制裁违法失信，倡导健康向上
的生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

最高法：把调解融入人民法庭审判活动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