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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海防--西安西安--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国际货运班列开行国际货运班列开行。（。（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鲜康）6月 21日上午，
“海防-西安-阿拉木图”国际货运班列从
西安国际港站发车，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
与中欧班列（西安）首次实现通道联动。

记者了解到，这趟国际货运班列主要
装载着越南生产的白糖、家具、布料、医疗
用品等货物，共计 40个集装箱。货物由
越南海防港经海路运输至广西钦州港，再
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集结到西安，然后
从西安国际港站搭乘中欧班列（西安）驶
向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西安）
的通道联动，将吸引更多东南亚及我国
东南沿海省份的货物在西安集结分拨，
这对于助推西部大开发、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西安国际港务区作为西安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排头兵、主力
军，不断加快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
建设，已常态化开行 16 条主干线，覆盖
亚欧大陆全境。今年 1 月至 5 月，中欧
班列（西安）共开行 1399列，开行量保持
全国领先。

陕西开行首趟陕西开行首趟““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国际货运班列国际货运班列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 实习生 罗婧）6
月 2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发布
会获悉，未来五年，西安将打造高质量发
展的西部经济强市，地区生产总值将突
破 1.5万亿元。

据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吕来升介绍，目前，全市生产总值迈上万
亿元大台阶，年均增长 6.4%，现代产业体
系逐步壮大成势，形成电子信息、汽车、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5 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
破 7000 家，是 2016年的 4.6倍。在册各类
市场主体达到 269 万户，是 2016 年的 3.6
倍。上市企业总数达到 92 家，是 2016 年
的 1.5倍。

未来五年，西安将打造新动能强劲的
国家创新名城，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建设，推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2 万

家；实施创新型企业倍增计划，科技型上
市公司达到 100家以上，在今年已设立 100
亿元创新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创造；加
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支持
国家超算（西安）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运
行；支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围绕重点产
业链共性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开展联合
攻关，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西安坚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做实做强做优，今后五年推动电子信息、
汽车、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食品和生物医药六大支柱产业实现产
值翻番；推动人工智能、增材制造、机器
人、大数据、卫星应用五大新兴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突破 3000 亿元；推动现代金融、
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软件
和信息服务、会议会展六大生产性服务业
营业总收入超过 6000亿元。

未来五年西安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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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2021 年中央财政收入超 9万亿元
■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招”政策全面落实
■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在港成功发行
■今年年底前形成全国工业类博物馆名录
■两部门向 4省份紧急预拨 2亿元救灾资金
■体育法修订草案充实完善青少年体育方面规定

本报讯（郭啸）6月 21日，随着汉中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李晓媛宣布发车，由汉中
市总工会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
合打造的“天汉劳模”号疗休养专列于当日开行。

近年来，汉中市总工会高度重视，持续关心关爱
劳模，不断强化疗休养政策落实，丰富疗休养活动
内容。目前，连续组织开展援鄂抗疫医务人员、脱贫
攻坚优秀第一书记等专题疗休养活动累计 22批次、
惠及 1000余人次。

此次开行的“天汉劳模”号疗休养专列，是汉中
市总工会与国铁西安局工会友好协商、精心组织，
为弘扬劳模精神，保障劳模权利，推出的定制服
务列车。疗休养专列活动包括接受党史教育、工
运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考察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成效和民风民俗，开
展交流座谈、文体活动等。

“天汉劳模”号疗休养专列开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
委日前召开的“国资央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专题部署视频会”上了解到，国资国企将多措并举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要比去
年有更大增幅。

会议提出，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要进一步
挖掘岗位潜力，把当前用人所需与超前储备人才结
合起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原创技术策源地企业、
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要带动创新联合体、上下
游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会议要求，要统筹做好线上线下招聘工作，在
落实去年秋招、今年春招的基础上，尽快集中启动
夏季招聘，集中岗位资源、集中发布信息、集中线
上招聘，形成国资央企促就业的良好氛围。

6月20日，以人力资源服务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中
智公司，依托旗下中智招聘网平台（https://zhaopin.ci⁃
ic.com.cn），正式启动了以高校毕业生为服务对象
的“2022 夏季央企大型网络招聘活动”。活动期
间，中智招聘网将分区域、分行业举办多轮专场招
聘会，精准对接各地央企、国企及高校毕业生的
实际需求。

中央企业国投集团所属国投人力公司依托国
聘平台（cujiuye.iguopin.com），日前正式推出了“国
资央企促就业夏季招聘”大型网络招聘活动，为广
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优质、高效、放心的全流
程服务。

今年国资国企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
要 在 去 年 基 础 上 有 更 大 增 幅

为市民打造绿色生态长廊
——记陕西省先进集体、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路桥分局

傍晚时分，在西安浐灞生态区核心区域，
一座C字形的桥横跨灞河东西两岸，在灯光的
照射下，犹如一条银白色丝带飘浮于灞河之上。

这座由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
司路桥分局修建的跨灞河慢行桥投入使用
后，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散步健身，成为西
安又一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水电三局路桥分局积极参与西
安城市轨道交通、水环境治理等工程建设，今
年还获得了陕西省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建造精品，服务群众生活
6月19日上午，看着跨灞河慢行桥上前来

赏景的市民络绎不绝，水电三局路桥分局跨
灞河慢行桥项目技术负责人石永宁激动不
已，因为这座桥也凝结了他和更多建设者的
心血。

跨灞河慢行桥项目是十四运会配套工程
之一，也是灞河沿线水生态治理工程之一。
大桥东接奥体中心，西接长安书院，与灞河
河堤慢道相连，全长 1.48公里，是专供行人
和非机动车使用的慢行桥。

“跨河施工，受灞河蓄水影响，桥梁主体
建设时间短。”石永宁说，2021年1月17日，项
目开始进行首根桩施工，仅用两个月便完成
桥梁下部结构和主体工程施工。

“桥梁栏板采用双层穿孔铝板，桥梁呈大
C型布置，在兼顾栏板造型的同时还要考虑桥
梁圆曲线。”石永宁说，这导致 5000多片栏板
的形式都不一样，给加工和安装带来了极大
不便。项目部积极对接桥梁栏板厂家，将每
一片栏板单独建模，并按照安装位置编号，整

体安装完成后，达到了设计效果，受到上级单
位一致好评。

全力治水，长安更美丽
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座依河而建的水上公

园——长安中央公园与建设中的长安新城区相
映成趣，精巧布局的园林山水让人流连忘返。

2019年，西安市启动实施了“全域治水，
碧水兴城”西安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行动，
加快恢复“八水绕长安”。

皂河黑臭水体曾长期影响渭河水质，皂
河综合治理是西安市全域治水重要节点工
程，水电三局路桥分局在 2019年 7月开始对
其进行综合治理。

“皂河治理按照截污纳管、源头治理、景
观提升的思路进行。”水电三局路桥分局全域
治水项目副总工杨超说，要将东沟水库等四
个水库的水资源引至皂河源头，保障皂河全
年水资源需求，并做好清淤工作。皂河项目
的实施，引水入城，为长安区建设了一条滨水

廊道，也彻底摘掉了皂河黑臭水体的“帽子”。
保护生态，打造绿色长安

山环水绕，满目皆绿。
秦岭脚下，由水电三局路桥分局全域治水项

目部承建的“三河一山”绿道工程目前已投入使用。
2020年9月，西安市依托全域治水和秦岭

保护形成的绿色生态空间，利用渭河、沣河、
浐灞河、秦岭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着力打造

“三河一山”绿道，实现治水成果全民共享。
在绿道建设过程中，水电三局路桥分局

高度重视周边环境绿化，采用小型挖掘机进
行地形修整工作，在草皮铺设前铺设一层
5 厘米厚的中粗砂，再行铺设草皮，完成后
进行碾压浇水，提高成活率。

“绿道的建设展现了西安的青山绿水，为
市民群众提供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绿色生态长廊。”水电三局路桥分局
全域治水项目工程部主管王高伟说。

本报记者 李旭东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
年工作》，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
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文稿 60篇，其中部分文稿
是首次公开发表。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党
的未来和希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
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
传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加强党对青年工作
的领导，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出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
规划，印发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发
布的少先队工作文件，部署共青团改革，推动
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
党的青年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
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
职责使命、实践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
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
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
略性重大课题，把我们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
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党
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对于更好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

本报讯 6 月 21 日上午，中国民主建
国会陕西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
幕。民建中央副主席李谠发表视频致辞，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永
红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
出席。省政协副主席、民进陕西省委会主
委刘宽忍代表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
贺词。民建陕西省第九届委员会主委李

冬玉作工作报告。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
陕西省委会原主委李雅芳出席。

李谠代表民建中央向大会召开表示
祝贺。她表示，自 2017 年换届以来，民建
陕西省委会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民建中央部署，带领广大会员为
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希望新一
届民建陕西省委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

在一起、干在一起，聚焦陕西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肩
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

郭永红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对大会召
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民建陕西省委会过
去五年的工作。希望民建陕西省委会和
全省广大民建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牢记
合作初心、赓续光荣传统，聚焦中共陕西

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总体要求、奋
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发挥民建优势，加强
自身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
利召开。

李冬玉在工作报告中回顾总结了民
建陕西省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
并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建议。

陕西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省级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开幕式。

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李谠发表视频致辞 郭永红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