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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届杨凌农高会首次设立的田间展，
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9月18日上午，记
者在农高会C馆南侧的广场登上南线摆渡
车，前往田间展各点位感受现代农业的盛况。

为方便群众参观，田间展设置了集中乘
车点，投放了 13辆免费摆渡车，每 30分钟一
班，车辆在每日观展时间内循环运行，转运
参会人员到各展览点参观体验。

本次田间展共设置 11个展览点、4个集
中展示区，从“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农业高新

技术示范应用、科技引领
乡村产业振兴”三个方面，
全面展示了杨凌在良种繁
育、节水灌溉、土壤改良、
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等方
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田间展展览点之一
的菲格无花果庄园区内，
一座座整齐的现代化大棚
内种植着丝路红玉、金早、
丰产黄等多个新品种的无
花果，让参观者沉浸其中。

“我们主要从事无花
果品种选育、种苗繁育、产
品加工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和示范应用。”杨凌菲格无
花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穆文刚介绍说，“今
年参加农高会田间展，主

要向参观群众展示无花果新品种和棚内使
用的物联网系统，感兴趣的参展者可以和工
作人员交流探讨种植无花果的经验。”

在杨凌青皮她园火龙果基地，鲜食火龙
果、火龙果酒、火龙果面等被摆放在长桌上，
供参展者品尝。一旁枝条上的火龙果和火
龙果花正在尽情生长、绽放，20余种火龙果
让参观者目不暇接。

“在北方地区利用设施大棚推广种植火
龙果，打破了地域限制，成功实现了‘南果北

种’，年产量达120吨。”青皮她园火龙果基地
总经理郭娟茹说，希望借助农高会田间展这
个平台，让来参观的涉农企业及群众更直观
地了解火龙果种植技术与方法，把“南果北
种”的“杨凌技术”复制推广到更多土地上。

走进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植物工厂，一
排排、一层层栽培架上，绿油油的生菜正在
五彩斑斓的灯光下茁壮生长。

“和大田里的蔬菜不同，它们的生长不
需要光照和土壤，所需养分靠一根根管道和
LED植物生长灯来供给。”杨凌智慧农业示
范园工作人员郑飞告诉记者，从育苗开始直
至成熟采收，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全部由
计算机控制，真正实现“种子进去蔬菜出来”
的无人化管理。

“突破土地、光照、温湿度的局限，这里
的绿叶蔬菜可以生产15茬以上。”郑飞说，这
里主要展示不同农作物在光配方技术下的
生长，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告别太阳光，农作
物在植物工厂里是如何生长的。

“田间展让参会群众能够在田间地头
亲自体验感受，不仅能看到产品，还可以看
到产品生产、应用的过程和方式。”杨陵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农高会田间展工作专班
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振华表示，展馆展群众
看到的产品较多，听到的是宣传介绍，缺乏
的是现场体验感受，而田间展缩短了群众
与高新技术成果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亲切
感和可信度。 本报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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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田间展，感受农业“科技范儿”

近日，一用户通过快递邮寄黄金并保价
8000 元，物品丢失后，快递公司仅愿赔付 2000
元。虽然遗失物最终在警方介入下找到，但关
于快递保价赔偿的话题引发讨论。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类似事件不时被媒体
曝光。快递公司保价形同虚设，赔付标准任性
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对快递行业
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个别快递公司的做法，于
情不顾、于理不合、于法不容。

于情来说，寄件人作为消费者，是快递公
司的顾客，在服务环节出现任何问题，快递公
司都应主动解决。对于企业来讲，令人满意的
服务，应建立在良好的交互关系之上。也就是说，
快递企业应解决服务环节中存在的痛点，为消费
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给顾客带来良好体验。

于理来讲，寄件人只要支付费用寄出快
递，就和快递公司达成了契约，快递公司有义
务确保物品完好无缺，按时送达目的地，否则
就须进行赔偿。并且，快递公司为了应对可能
出现意外带来的损失，专门推出了保价服务，
消费者额外支付了保价费，出现问题后理应获
得约定的赔偿。快递公司拒不照价赔偿，是单
方面违约行为。

于法而论，从法律和相关规定看，寄件人
和快递公司权责清晰，并不存在模糊地带。《快

递暂行条例》规定，快件丢失应当按照企业
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邮政法规定，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或者全部
损毁的，按照保价额赔偿。也就是说，快递
公司既然出现违约，就需按照法律规定承担
相应责任。

近年来，我国快递物流行业发展迅速，个
别快递企业盲目追求业务规模，服务未及时跟
上。一些公司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了行业乱
象。比如，对员工管理混乱、服务粗枝大叶、同
行恶性竞争等不时发生，严重影响了客户体
验，也影响着行业满意度和长远发展。

既然乱象屡禁不止，就不能仅仅寄希望于
通过行业自律解决问题。一方面，从制度设计
层面，需进一步明确保价条件、保费标准、赔付
细则的法律规定，杜绝快递企业随意拒保、擅
自作保、赔付扯皮等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快递
保价赔付应当成为监管重点，对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对快递企业形成有
效震慑，防止快递企业任性而为。 （郭存举）

快递保价岂能形同虚设

据新华社 记者 9月 19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为做好2022年秋季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全面畅
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安心就学。

教育部指出，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散发和汛情旱情叠加等影响，部分家庭
遭遇生活困难。各高校要强化组织领导和部
门配合，精心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工
作方案，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立“绿色通道”专
区，简化报到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保护学生
隐私，确保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都能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要
根据实际对存在特殊困难的学生发放困难补

助和必要生活用品，确保他们入学后能够安
心就学。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扎实做好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全面摸排受新冠肺炎
疫情和汛情旱情等影响的学生情况，掌握学
生家庭变化情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
入资助范围，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
助。各地各高校要会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
行有效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加强贷款及
其使用范围审查，合理确定学生贷款额度，切
实满足学生实际需求，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
力向学。要做好 2022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
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经济压力。

教育部要求高校为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设立入学“绿色通道”

（上接第一版）
国铁西安局延安运营维修段作为浩吉

铁路运营管理单位，根据企业货主需求，建
立“客户-车站-专用线”三方对话机制，积
极解决煤炭装运结合部问题。在电煤运输
中严格实行优先批车、优先配空、优先装车、
优先放行、优先卸车的“五优先”原则，针对
企业空车需求不断增加实际，加快车辆周转
组织，提升车辆运用效率，确保煤炭装运及
时高效。截至 9月 18日，浩吉铁路 2022年实
现货物发送 3859万吨，超过 2021年全年发送
总量。

运用智能科技 确保运输安全
为确保浩吉铁路运输安全，国铁西安局积

极建立智能化运输调度指挥系统，该系统依托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利用数据分析、视
频监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引进CTC调度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北斗系统检测、综合视频
及智能分析等系统，将智能化技术与信息系统
深度融合，通过计算机实现动态掌握列车状态
和列车编组内容，实现调度指挥与车站作业一
体化，确保了各项站内作业无缝衔接，大大提
升全线作业安全和运输安全。

国铁西安局榆林车辆段强化浩吉铁路车

辆检修保供，最大限度压缩列车待检时间，有
效提高了列车通过能力。针对浩吉铁路长大
坡道多、车轮磨耗较为严重的实际情况，组织
人员对浩吉铁路固定循环车组进行整备作业，
消除车辆安全隐患，为浩吉铁路运输上量提供
充足优质车辆。

浩吉铁路自 2019年 9月 28日开通运营以
来，截至 2022年 9月 19日，已累计开行 27450
列，发送煤炭10005万吨，对加速西部地区资源
开发，保障鄂湘赣等华中地区能源供应，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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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焦玄）近日，交通运输部发文，将陕
西交控高速公路“会员积分”服务体系在全国交
通运输行业推广。

据了解，该服务体系依托“陕易通”平台，运
用交通大数据、5G、北斗定位、人工智能与移动

互联网技术，将用户行驶的陕西高速通行里程
转换为积分，建立高速公路全路域消费链，打造
全过程、一站式的“互联网+出行服务”会员积
分服务体系，让高速公路网更好地服务出行、服
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

陕西交控：高速公路“会员积分”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9月15日，第十二届
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暨第六届中国（
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开幕。代表西安城投集
团参展的西安公交集团，通过电子站牌、公交车
及相关设备的布置，让参会者更加直观地了解

智慧公交新应用让出行更便捷更安全。
据了解，西安公交集团在展区现场还原了

公交营运的场景，邀请大家“上车”体验，感受主
动安全识别、电子后视镜、客流统计和车辆数字
驾驶舱新技术的发展。

西安公交集团：智慧公交让出行更便捷安全

本报讯（薛涛）日前，法士特集团团委“喜迎
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2022年度
团干部培训班以视频会议形式在西安高新厂区
开班，70余名团干部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分为理论研学和参观交流两部

分，理论研学包括党史学习教育、数字共青团建
设情况及实操等内容，采取闭卷形式对参训人
员进行理论水平测试。公司团委邀请省委党
校段鹏飞教授为大家进行《从党史中汲取力
量，争做有志有为的团干部》专题授课。

法士特集团：举办2022年度团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姜萌）9月 15日，陕西医药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喜迎
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职工书画摄影展。

此次展览得到系统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创
作报送了书法、绘画、摄影作品百余幅。展出实

行滚动形式，集团工会首批筛选出50多幅优秀
作品展示。参展作品主题突出、艺术形式多样，
生动反映陕药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
跟党走的决心和情怀，进一步激励广大职工建
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陕药集团：举办职工书画摄影展

本报讯（任清 张帅钰）近日，澄合矿业
公司在陕煤集团应急救援实训攻坚行动（煤
炭板块）中被评为应急救援实训攻坚战先进
单位；救护大队圆满完成澄城县辖区地方矿
井整合、建设阶段任务，得到县应急管理局

嘉奖。
近年来，该大队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科学

救援”理念，始终遵循“预防为主、专兼结合、平
战一体”原则，高质量完成应急救援目标任务，
应急救援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陕煤澄合救护大队：应急救援水平全面提升

9 月 17 日，由
文化和旅游部国
际交流与合作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美美与共
——中拉艺术交
流回顾展”，在省
美术博物馆开展。

王忠义 摄

“‘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
这说的正是我们陕西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茯
茶。它过去就与丝绸、瓷器一起，销往中亚、
西亚等地区……”

“茯茶色泽乌黑油润、茶汤橙红透亮，好
就好在这‘金花’上。这种‘金花’叫‘冠突散
囊菌’，在自然界中只有灵芝才有。这种有
益菌具有解毒、消食解腻的功效……”

9月 15日，在第 29届杨凌农高会B展馆
的西咸新区展区，陕西本土网红“段子手”冰
蛋正在直播带货。冰蛋通过抖音，用幽默的
陕西方言，将介绍陕西茯茶的段子，讲给观
看直播的近10万网友。

直播间内，网友的提问接连不断。冰蛋
一边介绍一边和网友互动：“朋友们，咱可不
着急下单。听完我的介绍，您可以网上再查
查，有了充分了解后再买……”工作人员在后
台不时接到下单的提示，成交量不断刷新。

“段子手”冰蛋本名张斌，是兵马俑景区
的专职讲解员。他诙谐幽默、语言通俗，吸
引了许多游客来陕旅游，在抖音上拥有 840

万粉丝，成为陕西历史文化的网红代言人。
从兵马俑景区到农高会展馆，冰蛋的热

情一如既往。从陕西历史故事到陕西茯茶
特色，冰蛋将自己扎实的历史知识充分运用
到茯茶介绍中，向来自全国的网友充分展示
了陕西茯茶的文化底蕴。

来自河南的王琳在逛展时就被冰蛋所
吸引。为了不打扰冰蛋直播，王琳便向一旁
的西咸新区展厅工作人员李晨召咨询起了
冰蛋直播带货的茯茶。李晨召连忙泡了一
杯茯茶让王琳品尝，并介绍道：“这款茶叫

‘茯中茯’，出自茯茶之都泾阳，抗氧化能力
强且具有安神作用，喝起来有淡淡的糯香，
特别适合女性。”

王琳品尝后连连点头：“我知道冰蛋，看
过他的抖音，特别喜欢他介绍西安历史的段
子。这茶也不错，我要下单。”说着，王琳点
开抖音，进入直播间购买了两盒茯茶。

据了解，冰蛋当天直播带货4个小时，共
售出西咸新区百富茯茶、茯茶镇茯茶等多个
品牌茯茶，销售额3万余元。

“原来茯茶中的金花可以应用到这么
多地方。”一款用小麦制成的金花化妆品引
起观展游客的好奇。在西咸新区展厅内，
茯茶衍生品琳琅满目：金花茯酒、金花中
药、金花食品、金花滋补品、金花保健用品、
金花化妆品等给喜爱茯茶的观展游客带来
了全新的体验。

茯茶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背后，是西
咸新区打造茯茶这条特色产业链有新招、有
实效。近年来，西咸新区实施梯度培育、分
级负责计划，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做强
龙头企业；推进茶叶加工增值、物流体系建
设、品牌宣传推广和公共服务保障四大工程
建设，谋划茯茶产业项目，以项目促产业发
展；开展茯茶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在原料
生产、加工、储藏、运输等方面形成茯茶特色
产业标准体系；依托秦创原总窗口优势，打
造产业科技数字化、品牌公共化、管理智慧
化的茯茶科创产业。今年上半年，西咸新区
茯茶产量约3200吨，产值约6.7亿元，新增茯
茶企业12家，总销售额约4.5亿元。（李欣泽）

冰蛋带货 茯茶更火

↑在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展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和
颇具异域风情的装扮布置，吸引了众多参会群众驻足围观。图
为该展区全景。

→秦创原农业板块展区展示了秦创原启动以来，在政府、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下，农业板块建设呈现的
良好发展态势。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鲜康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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