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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7时53分，D5291/0/1次“复
兴号”动集动车组列车驶出铜川东火车站，
标志着咸铜铁路正式迎来“复兴号”，结束

了铜川市 20 年来无铁路客运的历史，也首
次实现了“复兴号”在陕西省10个地级市全
覆盖开行。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 9 月 14 日，由广州
始发开往西安的 K82 次列
车列车长翟俊超看到广
州站客运员搀扶着一名盲
人旅客缓缓来到站台上，
便主动引领着这名盲人
旅客到铺位，了解实际困
难，特意嘱咐列车员做好
服务工作。 李子安 摄

本报讯（记者 鲜康）日前，省商务厅与省发
改委联合印发了《陕西省商务发展“十四五”规
划》（简称《规划》）。《规划》以推动商务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加快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推进运
贸融合、贸产融合、商产融合，促进消费提质扩
容，促进外贸外资规模和效益快速提升，强化开
放平台和贸易通道支撑功能。

《规划》由发展基础、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保
障措施4部分组成，提出了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完
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加快贸易高质量发展、增
强招商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升对外投资合

作质量效益、做强开放平台和贸易通道、推动区
域协同开放发展等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规划》展望了 2035年全省商务发展的远景
目标，提出了今后五年主要发展目标。“十四五”
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6.5%，货物
进出口年均增长 15%，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13%，引进内资年均增长12%，对外直接投资累计
达到 32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175亿美元。

《规划》还从创新政策措施、强化人才保障、
完善治理体系、统筹安全发展、健全实施机制等
方面，提出了保障实施的措施。

计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6.5%
《陕西省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16日，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8
月底，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已开工 2549 个，
开工率达到 70.38%，惠及 27.61万户居民。截至
目前，纳入 2021 年度危房改造计划 3313 户，已
开工 1883 户，竣工 1660 户；已建设改造宜居农
房 1100户；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的
自然村比例达到 84.86%。

截至 8 月底，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7102
套，棚改基本建成 1.759 万套，发放租赁补贴
3.5136 万户，完成投资 152.25 亿元，其中西安
市完成 2.2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筹集；归
集住房公积金 439.55 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
270.31 亿元；32 个保障房小区被命名为 2020
年度省级“和谐社区·幸福家园”。“住得进、
稳得住、有尊严”基本实现。

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7.61万户居民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 14 日，记者从西
安市发改委获悉，截至今年 8月底，西安市 510
个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 3892 亿元，
达到年计划的93.5%。

510个市级重点在建项目中，136个为先进
制造业、138 个为服务业、42 个为文化旅游业、
49个为城建及基础设施建设、41个为生态环保
项目、104个为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

目前，四腾研发创新生产基地、安科智造产
业中心等项目已竣工投产，西安科创基金园、金
融创新中心等进展顺利，易俗社文化街区、小雁
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等有序推进，北客站枢
纽工程一期、十四运会桥隧等已竣工投用。

今秋，该市已投用 143所新建、改扩建学校，
比原计划增加了 17 所，全年新增学位 13.04 万
个。13所医院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西安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3892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 15 日，在榆林市
子洲县新业态、能源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集
中入会仪式上，889 人加入工会组织。这也
标志着该县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能源运
输行业工会联合会正式揭牌。集中入会后，
该县新业态及能源运输行业职工入会覆盖
率超过 90%。

近年来，货车司机、快递员、商场信息员、
网约送餐员、保安员等新业态行业在子洲县蓬

勃兴起，但这些群体普遍具有流动性大、就业
不稳定、劳动关系松散、工作时间不固定等特
点，成为游离在工会组织外的部分职工群众。
为了使这些职工群众能够随时随地找到工会
组织、参与工会活动，不断提高工会服务职工
的普惠化、便捷化，省、市、县三级工会干部在
深入基层开展蹲点活动中，积极推进八大群体
建会入会相关工作，筹备召开了能源运输行业
工会联合会成立动员大会。

子洲县新业态及能源运输业职工入会率超90%

据新华网 今年的国庆假期从 10月 1日开
始，到 10月 7日结束，一共 7天。

按照目前铁路客票预售期最长为 15 天的
规定，9 月 16 日起，乘客可以通过 12306 网站、
App、订票热线（95105105）等途径购买 9 月 30
日的火车票，9月 17日起，可购买 10月 1日当天
的火车票。

去年，中秋与国庆双节重叠，旅客出行热情
较高。数据显示，2020年 9月 28日至 10月 8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68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153 万人次，为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84%。

近期，国内疫情依旧未完全平息，今年的
铁路出行人数相较于往年会有怎样的变化，
有待观察。

今日起可购买10月1日当天火车票

据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15日，四年
一度的国内最高水平综合性体育盛会——
全运会，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正式开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在这个时间节
点开幕，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秦有锐士，谁与争锋。”十四运会万事
俱备，静待开幕。陕西人在建设体育强国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履，铸就了西部奇迹。

梦想不灭

2010年陕西省体育系统领导干部大
会上，传出一个令人感到振奋的消息。陕
西准备在西安西郊新建一个能够承担全
运会开闭幕式以及田径、游泳、射击射箭
等比赛项目的大型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并
申办第十三届全运会。

在那个冬天，6000名高校学子齐聚西
安交通大学，共同签名，预祝申办取得成
功。咸阳市千名群众举行健身集会，安康
市举办冬泳比赛，汉中市举行趣味运动
会……三秦儿女怀揣着一份别样的期待，
他们渴望着十三朝古都西安所在的陕西
省，能拿到十三运会的承办权。

2011年 8月 16日，天津市获得过半的
45票，获得十三运会承办资格。自 2005年
全运会实行申办制以来，陕西二度申办全运
会失利。

面对失利，陕西体育人始终没有放弃。
2014年8月，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董利

透露，陕西有意申办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
会。在他看来，陕西申办十四运会有两个
有利条件：近年来陕西建设了一批场馆，硬
件设施有一定基础；陕西近年来承办一批
国际赛事，积累了办赛经验和人才团队。

2015年 11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下
发《关于公布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承办候
选单位的通知》，陕西是唯一一个申办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候选单位。
2016年初，陕西省正式获准承办十四

运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见证周秦

汉唐中华文明无上风光的陕西，作为见证
红色体育事业在黄土高原上发光发热、助
力中国革命进程的陕西，终于促成了中国
体育这次某种意义上的“回家”旅程。

一级认证

第十四届全运会是首次在我国西部地
区举行的全运会。陕西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53个场馆设施的建设任务，其中新建的场
馆达到 30个。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陕西全运会
的场馆建设工作一度面临诸多挑战。关键
时刻，赛事组织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
效率、抢工期、赶进度，确保新建或改造的
场馆设施全部按期完工，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的“全运速度”和“全运奇迹”。

2020年初，在全运会配套项目——下
穿灞河隧道项目工地上，为保障“防疫不
松、工期不变”，项目实行“全封闭、零流
动”的管理方式。“原有人员不出场，外来
人员不进场。工人从工地到宿舍，全程由
专车接送。”项目经理安三虔说。

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直到
2018年 5月才被确认为十四运会正式比赛
场馆。“要求我们 2020年 3月完工，应该说
压力非常大。去年赶上疫情，影响了三个
月的工期。不过这是我校承载的一项光荣
使命，必须不折不扣地去完成。”西北大学
副校长奚家米说，“我们通过科学管控，让
工地同时在线人数达到 800人。我们不间
断地施工，抢回了工期，如期完工。”

2020年初，经过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
12000平方米的塑胶跑道物料通过中欧班
列“长安号”由意大利运抵西安，确保承办
全运会开幕式和田径比赛的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在 2020年 7月 1日正式竣工交付。
今年 1月，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热身场获
世界田联一级场地认证，达到世界田联场
地建设最高标准，这意味着西安奥体中心
具备承办奥运会田径比赛、田径世锦赛、世
界田联黄金联赛等世界一流赛事的条件。

精神之火

2019 年 8 月 2 日，西安明城墙南门广
场。第十四届全运会会徽“礼天玉璧”和吉
祥物“秦岭四宝”正式亮相。

十四运会徽设计方案取象传统“礼天
玉璧”，寓意全国人民以最好的精神面貌
举办全运会。十四运吉祥物则以陕西独
有的“秦岭四宝”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
猴为创意原型，寓意奔向新时代，喜迎八
方客，同享新生活，共筑中国梦。

陕西全运会迎来倒计时 100天，火炬
“旗帜”与世人见面。这把寓意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火
炬，上部分设计层次丰富、具有张力、动感
十足，分层采用金色包边。出火口设计灵
感源于山丹丹花，具有浓郁的陕西地域文
化特点。

7 月 17 日，在延安市宝塔山下，奥运
冠军郭文珺和残奥会冠军翟翔在圣火少
女的陪伴下，在采火器前引燃了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圣火。

9月 12日上午 10时 20分许，随着最后
一棒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员吴雅楠结
束传递，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
动落幕。点亮三秦大地 14个站点的圣火，
回到火种灯中，静待在全运会开幕式上
点燃主火炬塔。

一场体坛盛宴蓄势待发。完成第一个
百年目标的中华儿女，正凝心聚力、砥砺前
行，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绽放在开幕式上的圣火，也将“点亮”
中华儿女奋斗强国的“精神之火”。

记者 9 月 16 日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
新闻办获悉，截至 9月16日11时，发生在四
川泸县的6.0级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3人重
伤，85人轻伤。全县居民房屋倒塌 1221
处，严重损坏 3285间，一般受损 20004间。

地震发生后，记者从成都出发奔赴灾
区。9时 5分，记者在大雨中进入震中嘉
明镇，沿途见到有民房围墙倒塌。受地
震影响，镇上民房大部分停电，沿街可见
小商店货架倒地，群众正在清理商品。

9 时 24 分，记者抵达福集镇。大雨
中，救援人员正挨家挨户排查危房中的居
民，并将他们带至临时安置点。在大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居民
分发月饼、蛋糕等食物。

福集镇居民赖建容告诉记者，凌晨 4
时左右她感觉到轻微震感。4时33分感到
摇晃异常剧烈，她穿着睡衣、光着脚就跑了
出来。“家里房子的墙体有砖脱落，不敢再

进去。”天亮后，她被救援人员带到位于大
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广场安置点。

记者在该安置点看到，工作人员正抓
紧冒雨搭建帐篷，一些工作人员负责接收
登记救援物资，还有志愿者服务安置群
众，送去牛奶、面包、方便面等食品。考虑
到降雨导致气温较低，工作人员在安置点
帐篷全部搭建好之前，尽可能将老人和孩
子安顿在党群服务中心室内。

截至 9月 16日 11时，泸县全县共设安
置点 79个，紧急转移安置 3212人，受灾群
众人数仍在进一步统计中。

目前，国家电网泸州供电公司正全力
开展电网抢修。此外，记者从四川省公
安厅获悉，为保证救援道路畅通，G4215
成自泸高速泸县西收费站，G76 厦蓉高
速泸县收费站、隆昌收费站对地方车
辆进行交通管控。

（新华社成都9月16日电）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9月 15日，西安
市碑林区总工会开展劳模走访慰问活
动，为劳模代表们送上了鲜花、慰问信
和慰问品。

碑林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先后走访慰
问全国劳动模范、环南路社区主任邓菊梅
等忙碌在服务十四运会工作一线的劳模代
表。碑林区总工会此次劳模慰问活动共
投入资金 12万余元，购买了月饼、十四运

会文创产品等慰问品，慰问全区各级劳
动模范 260人。

近年来，碑林区总工会探索劳模管理服
务工作新模式，通过开展“新时代的奋斗
者”劳模事迹宣传月活动、制作发行《点赞
劳模》宣传画册、组织开展劳模疗休养及
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召开学习劳模精神座谈
会以及节日走访慰问等一系列工作，让劳
模充分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本报讯（记者 刘强）近日，陕西省市
场监管局对十四运会定点接待酒店食品
安全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我省从源头抓起，严格遴选标准，强化
食材监管。确定了14家养殖企业、基地、加
工企业作为运动员食材供应商，协调相关部

门强化养殖企业、基地的日常监管。针对本
届全运会多地联合办赛的特点，确定了“省
运动员食品总仓+各市其他食材属地保障”
统分结合、分类分级保障模式，由陕西华
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作为运动员食
品总仓运营商，建成仓储面积达 6000平方
米总仓，对总仓食材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验
收、统一检验、统一存储、统一配送，形成从
养殖基地到餐桌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

省市场监管局对接待酒店食品安全进行专项督导

四川泸县地震救援现场直击

碑林区总工会开展劳模走访慰问活动

————陕西全运会筹办纪实陕西全运会筹办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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