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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在天津开
幕。作为下一届全运会的东道主，陕西代表
团在38个参赛代表团中备受关注。

三秦百姓走进全运会

作为下一届全运会的承办省份，参加
第十三届全运会，既是对陕西省体育事业
发展的大检阅，也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和人民群众精神风貌在全国人民面前
的重要展示，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
会。

第十三届全运会竞技体育比赛在原有
的项目基础上增设了青少年组比赛，从上
届的 31 个大项 341 个小项，增加到 33 个大
项 417 个小项。同时，本届全运会的最大亮
点是新设了群众比赛项目，群众比赛共设
19个大项126个小项，陕西省有174名运动
员参加14个大项67个小项的决赛。

本届全运会设竞技比赛项目和群众比
赛项目。竞技比赛项目从今年3月5日男子
拳击资格赛至今，陕西省共有478名运动员
参加了游泳、田径等20个大项207个小项的
预赛。从预赛成绩来看，大多数项目的重点
运动员发挥正常，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实现
了赛前既定目标。与第十二届全运会预赛
成绩相比，陕西省夺金项目运动员整体实
力有了较大提升。本届全运会新增了攀岩、
轮滑等19个群众比赛项目，并通过“我要上
全运、健康中国人”的主题活动，让老百姓
参与全运、走进全运。陕西省报名参加除航
海模型之外的 18 个群众比赛项目的比赛，
前期共组织选拔赛 118 场次，参与规模 115
万人次，参与选拔 6764 人，选拔出运动员
820名，三秦百姓真正走进全运、参与全运、
共享全运，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截至 8 月 30 日，在已结束的决赛项目
中，陕西省代表团已获得11枚金牌、13枚银
牌、11 枚铜牌。陕西代表团无论从参赛规

模，还是拳击、柔道等单项竞赛成绩，到总
竞赛成绩，都创造了陕西代表团参加全运
会的历史。

体育热土筹办十四运

全运会是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
技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
运动会。承办全运会，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
的重要抓手，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
机遇，展示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文化大省、旅游
大省、科教大省，承办全运会是陕西体育人
的夙愿，也是3800万三秦父老的梦想。陕西
先后三次申办全运会，经过积极争取和多
年的艰辛努力，2015年12月29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由陕西省承办 2021 年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承办全运
会的省份，实现了让全运会回归中华体育
故乡、回归红色体育热土的夙愿和企盼。

国务院批复同意以来，陕西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把筹办好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
助推“追赶超越”发展的重要机遇，科学统
筹，精心谋划，全力推动。在办会目标定位
上，陕西围绕“办惠民全运、展三秦新风、圆
百年梦想”，努力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办
成一届体育盛会、民生盛会、文化盛会。在
办会原则上，坚持绿色、共享、开放、节俭、
廉洁办会。在场馆建设上，坚持“能用不改、
能改不建、全省布局、保障重点”和“充分利
用、万无一失”的原则，综合考虑赛事需求、
赛后利用等因素，建设以西安市为主，宝
鸡、咸阳、渭南和西安体育学院新校区为 4
个副中心的“一主四副多点”的全运场馆
群，新建 25个场馆、1个赛事指挥和新闻媒
体中心、1个全运村，改造23个场馆。在竞赛
项目布局上，坚持贯彻落实国家推进全运
会改革要求和全运惠民理念，科学合理设

置竞技比赛项目和群众比赛项目，项目布
局将以西安为主赛区，以关中城市群为依
托，辐射带动陕北陕南，形成全省覆盖、举
省一致办全运格局。在文化自信方面，坚持

“文化全运”理念，凸显陕西元素，用陕西方
言讲好中国故事，全方位彰显“陕西能量”
和“中国力量”，把第十四届全运会办成展
示“全面小康”成果、传递“中国力量”的最
佳窗口。

目前，陕西省主动作为、提早谋划，统
筹兼顾、协调推进，筹备工作起步良好、进
展顺利。已经组建运行了筹委会机构，扎实
推进体育场馆建设，并全力抓好竞技备战
训练。接下来将突出场馆建设核心工作，瞄
准全运惠民终极目标，紧抓队伍建设关键
环节，围绕文化全运重点要素，统筹推进筹
办工作。

2021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大历史时刻，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革

命圣地、在丝绸之路新起点举办第十四届
全运盛会，是国家任务和重托，是庄严承诺
和责任，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展现
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
助力陕西追赶超越发展的重大机遇。作为
东道主，陕西省有信心、有决心把第十四届
全运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
会，办成一届全民参与、融合发展、共建共
享的民生盛会，办成一届传承历史文化、追
忆红色经典、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盛会。

三秦百姓洋三秦百姓洋溢体育热情溢体育热情

陕西筑梦陕西筑梦““体育大省体育大省””
魏文泽 李明光 田立阳

88月月2828日晚日晚，，全运会男子足球城市组全运会男子足球城市组，，西安队迎战秦皇岛队西安队迎战秦皇岛队。。 王王 健健摄摄

近日，陕西省“户太八号”葡
萄全面成熟开园采收。“户太八号”
葡萄由西安市葡萄研究所选育，其
特点是果粒大、味香甜、色鲜艳。

据宝鸡市扶风县天度镇强家村
果农赵文军介绍，因为自家的“户
太八号”葡萄采用无公害自然种植
而备受大家青睐，前来园区自行采
摘 游 玩 的 西 安 和 宝 鸡 市 民 络 绎
不绝。

（李明光）

葡萄熟了

为加强中医药文化交流，抢抓甘肃省建设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机遇，推动中
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8月24日，以“高举
陇药旗帜、壮大西部药都”为主题的张掖 （西
部药都） 陇药博览会在民乐县生态工业园区

“西部药都”隆重开幕。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刘张林、中华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甘肃省卫计委党
组书记尚裕良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掖市委书
记杨维俊宣布张掖 （西部药都） 陇药博览会开
幕。

本届药博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药
协会、甘肃省陇药产业协会、甘肃省中医药大
学、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张掖市人民政府主
办，民乐县人民政府、民乐生态工业园区管委
会、民乐县西部药都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药博会期间，组委会还安排了中医药学术论
坛、实地参观考察、中医养生专题讲座、中药
材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中药材订货会暨
药商交流洽谈联谊会、中药材展览交易、中医
义诊、药膳美食、成果通报会等10余项精彩纷
呈的活动，吸引了来自新疆、青海、宁夏、安
徽、广东、四川、云南等16个省份及甘肃省陇
西、岷县、渭源、宕昌、武威、酒泉等地 500
多户药企的近千名药商参会参展，共商中药材
和中医药发展大计。

据悉，民乐县在此次药博会上共签约项目
59项，签约总金额达32.5亿元。其中，国内知
名中药材生产企业与民乐县人民政府签订中药

材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项；甘肃省内
外中药材生产企业与民乐县政府签订中药材招
商引资协议11项；甘肃省内外中药材生产企业
与民乐县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签订中药材
购销协议22项；民乐县县乡医疗机构与县内中
药材企业签订中药饮片购销合同17项；民乐县
中药材商会与省内外中药材商会签订友好商会
协议6项。

民乐县将以此次药博会的成功举办为契
机，继续叫响做亮“西部药都”这一品牌，使

之成为西部地区药材流通、药商创业、药企发
展的经贸之都，成为兴药惠医、富民惠农的支
撑平台，成为中药材产业发展壮大的动力之
源，进一步加快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促进
中药工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
系，努力打造中药材种植加工这一富民增收产
业、生物制药这一战略新兴产业、西部药都这
一产业发展平台，切实推动陇药产业快速发
展，提升陇药市场竞争实力，着力培育经济转
型发展新的增长极。

陇药博览会 共享新机遇
魏文泽 王 鹏

日前，家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桥南镇
双合村的贫困户康恒杰老人，通过摇号的方
式获得了自己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在物
业处领钥匙的时候，他高兴地说：“早上一
来，我就在跟前转了转，学校就在隔壁，200
米就是公园，听说晚上还有音乐喷泉，医
院、超市都不远，走路就到了，移民搬迁以
后住到这个小区，干啥都方便得很，国家这
个政策真的好！”

据悉，这是渭南市临渭区2017年以来第三
批移民 （脱贫） 搬迁安置房通过摇号分配房
屋。在活动现场，618 户贫困群众通过工作人
员指引，现场摇取房号、领钥匙、登记公益性
岗位，并到隔壁向阳社区看新房、办理物业交
接手续，每一个环节都有工作人员的指引，帮
助群众认识新家园，熟悉新环境。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临渭区坚持
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之举来
抓，采取新建与回购相结合的办法，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统筹推进避灾、生态和其他搬
迁，不断创新举措，充分解决安居与乐业、
生产与生活、搬迁与脱贫的关系，确保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临渭区区委书记
郭柱国强调：“我们要向贫困‘宣战’，把脱
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幸福临渭
建设的重要工作，以山区、塬区为主战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群众过上幸福
美好的生活。”

截至目前，临渭区移民搬迁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阳光社区、雨露社区、阎村社区 3
个安置点，共新续建安置房 2456套。 城区回
购去库存 3275 套安置房，2017 年已通过三批

摇号共分配房间2643套。
为了让移民能够安心居住，临渭区与人社

部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对于进城安置的搬迁
群众，分房摇号当天，每户登记月工资不低于
1500元的公益性岗位一个。并对有劳动能力的
搬迁群众进行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每
个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一门劳动技能，提高其
经营和就业本领，增加其经营性和工资性收
入。

同时，临渭区将安置房建设与公共服务
设施同步建设，不仅打通社区到主城区的解
放路，区内还配套建设幼儿园、学校、医疗
室、休闲广场、商业街区、服务中心等，做
到学生上学、看病就医、生活购物、娱乐休
闲、上班就业、便民服务“六不出社区”，确
保群众住得方便、住得安心。

渭南移民搬迁 开启幸福生活
田立阳

渭南移民搬迁 开启幸福生活
田立阳

唢呐声声、锣鼓喧天、歌声悠扬……
日前，全国唢呐高手齐聚陕北黄土高
原，为闯王故里米脂县倾情献艺，吸引
了当地 2 万多名群众前往观看，一曲曲
精彩的唢呐表演把这次全国唢呐大赛
推向高潮。

8月8日至15日，来自全国各地200
余名独奏选手和60多个组合报名参加，
由陕西省文化厅、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主办，榆林市文广局、米脂县委、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唢呐专业委员会承办的
第二届全国唢呐大赛在米脂县成功举
办。展演活动期间还组织了专题讲座、
唢呐展演、专家大师班、唢呐名家音乐

会、学术研讨会、颁奖音乐会等活动。在
同期召开的全国唢呐学术研讨会上，来
自全国的30余位唢呐界专家以“聚焦民
间唢呐”为主题，围绕唢呐历史起源、学
术研究、曲目创作、民间唢呐传承提升
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据了解，米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绥米唢呐”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米脂县通
过承办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米脂唢
呐的影响力，助推了陕北唢呐的传承和
发展，促进了米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

（杨新周、杜海斌）

唢呐高手唱响黄土高原唢呐高手唱响黄土高原

8月28日，“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活
动在西安举行发车仪式，陕西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庄长兴出席并讲话。

庄长兴指出，“丝绸之路万里行”大型文
化系列活动是陕西省认真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的具体行动。“2017 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
活动将进一步加强陕西省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
合作、人文交流，为开展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
础。

据悉，“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活动主
题为“中东欧传奇之旅”。采访团从西安出发，
经过中国、俄罗斯及中东欧16国，行程1.5万公
里，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来自“丝路国
际电视联盟”的记者、文化学者、商界人士等
将全程参与报道和推介。该活动计划在阿斯塔
纳、莫斯科、布达佩斯等地与当地政府联合举
办8场高规格经贸文化推介会，以期更好地宣传
推介陕西品牌，讲好陕西故事，传播“丝路精
神”。

陕西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王福豹表
示，此次活动既是一次媒体交流合作、公共外
交以及中国品牌推介之行，同样是一次中国媒
体对外传播、推广中华文化之旅。据悉，伴随
车队行程，一系列大型经贸论坛、文化论坛将
在行程沿线各国举办——随团画家将创作美术
作品“丝路万里图”；歌唱家也将唱响丝路；丝
绸之路的宣传片、宣传展板等也将在丝路沿线
各国播出展示……

除此，活动将充分发挥媒体“连接中外，
沟通世界”作用，搭建国际人文交流、经贸文
化合作的互动共享平台。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
塔纳、俄罗斯的莫斯科、波兰的华沙、匈牙利
的布达佩斯等8国的城市将分别举行不同主题的
国际丝路经贸文化合作论坛，为陕西与国际间
人文交流、经贸文化合作搭建一个创新性的交
流共享平台。

助力本土品牌走出去，扩大陕西在中东欧
的影响力。践行“一带一路”勇于走出去的时
代精神，比亚迪、中国人保、西凤酒、汉中仙
毫等企业都将加入车队，在国外8场高端推介活
动中，随团企业代表将和当地对口企事业签
约，将经贸文化项目落地。

“丝路万里行”西安出发

“陕西风情”走出去
田立阳

米脂全国唢呐大赛米脂全国唢呐大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游客采摘葡萄游客采摘葡萄

博览会现场博览会现场 魏文泽魏文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