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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第二批 AAA 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开始公示
其中包括运城市 10 个村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斌）11 月
23 日起，山西省第二批 133 家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拟入选名单开始
公示，其中包括运城市 10 个村。
乡村旅游示范村是指依托乡村
文化旅游资源，以旅游业为主要产
业或特色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村
民普遍受益、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安定，在全省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的旅游乡村。山西省共有观光休闲
型、文物古建型、客栈民宿型、文化遗
产型、名人典故型、红色文化型、名吃
特产型、生态康养型、农俗体验型、

研学科考型等 10 种乡村旅游发展路
径。
根据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有关
要求，山西省文旅厅此次联合山西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西省农业农村
厅、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等单位，
确定了首批 14 家 AAAA 级和第二批
133 家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拟入
选名单。运城市共有 10 个村入选第
二批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公示名
单，分别是：盐湖区上王乡牛庄村、盐
湖区泓芝驿镇王过村、永济市城西
街道水峪口村、万荣县皇甫乡袁家

村、稷山县太阳乡石佛沟村、绛县
古绛镇郝家窑村、垣曲县历山镇同
善村、垣曲县新城镇左家湾村、垣
曲县历山镇历山村、平陆县杜马乡
东坪头村。
2019 年，山西确定了首批 100 家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其中包括
运城市 8 个村，分别是闻喜县东镇上
镇村、河津市清涧街道办龙门村、万
荣县高村乡闫景村、永济市蒲州镇西
厢村、稷山县西社镇马跑泉村、夏县
泗交镇王家河村、永济市开张镇东开
张村和万荣县万泉乡北涧村。

山西出台特别规定
严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水墨﹄泗交

煤矿发生较大事故一律提级调查；生产
矿井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必须按要求进行智能
化改造；省属国有企业控股煤矿发生较大以
上事故的，责令煤矿上一级公司总经理就地
辞职，并严肃追责；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的，责
令煤矿上一级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
理就地辞职，
并严肃追责。
记者 11 月 24 日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遏制煤矿事故发
生，维护矿工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制定出台了
18 条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别规定，并
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邓维元说，今
年以来，山西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
稳中有险、稳中有忧。特别是进入 10 月份以
来，全省连续发生 3 起较大煤矿事故，安全生
产形势严峻。特别规定从矿井设计、生产布
局、灾害治理、现场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提
出严厉措施，对煤矿严重违规、冒险作业等行
为将依法从严处置。
按照特别规定，煤矿生产建设工程未经
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施工组织设
计、作业规程施工等 13 种情形，将一律依法
停产整顿；煤矿违规开采各类煤柱，图纸作
假、隐瞒采掘工作面，拒不执行停产整顿指令
等 3 种情形，
将比照事故调查处理。
（新华社 11.24）

陕西持续推进
秦岭“五乱”问题专项整治

▲11 月 21 日，今冬的第一场雪把夏
县泗交镇装扮得犹如童话世界。从空中
俯瞰，一派银装素裹，好似一幅水墨画
卷。
特约摄影 杨建峰 摄

素色浪漫
◀11 月 23 日，一场大雪飘飘洒洒，
运城市区披上了银装，变得如诗如画、
如
梦如幻。
记者 景冬波 摄

运城学院第三届导游大赛圆满落幕
8 名选手分别荣膺一、二、三等奖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导游
大赛展风采，才艺缤纷气自华。11 月
21 日，运城学院文化旅游系“云览九
州，游梦庚子”第三届导游大赛决赛
圆满落幕。经过前期初赛、复赛、半
决赛及决赛预选的激烈角逐，最终 8
名优秀选手从 167 人中脱颖而出，并
在当天的角逐中经过多轮比拼，决出
了一等奖 1 名、二等奖两名及三等奖
5 名。
此次大赛邀请了山西师范大学、
忻州师范学院、晋中学院、长治学院
的旅游管理学科专家以及运城市文
旅局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担任评委，
旨在通过比赛打开校际交流、校地合
作的新模式，为河东大地的旅游文化
贡献力量。

当天 14 时 30 分，决赛正式开始，
选 手 们 抽 签 决 定 上 台 顺 序 ，采 用
PPT、视频等形式，通过“景点讲解”
“知识问答”
“ 才艺展示”3 个环节，对
山西的旅游资源以及个人魅力进行
了全方位展示。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游
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
5A 级景区皇城相府……”听着选手
的精彩讲解，看着大屏幕上的精美图
片，全场观众领略了“中国北方第一
文化巨族之宅”的风采。紧接着，鬼
斧神工的云冈石窟、恢宏大气的壶
口瀑布……在选手的精彩解说中，祖
国的壮丽山河、文明古迹以独特的方
式，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知识竞赛环节，选手们纷纷展

现出他们丰厚的知识底蕴，让观众们
赞叹不已。才艺展示阶段，8 名选手
各显神通。最后，7 号选手薛忠可以
96.28 分的优异成绩获得一等奖，4 号
选手李鑫和 8 号选手赵锴溪获得二等
奖，其余选手则分别获得三等奖。同
时，薛忠可因讲解流畅清晰、代入感
强，才艺展示富有激情，被评委誉为
“运院好舌头”；赵锴溪则凭借一曲古
风舞蹈《赤伶》，荣获最佳才艺奖。
运城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大赛的举办提高了旅游管理专业学
生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学生提
供了展示自我形象、交流服务技能、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的平台。同时，
在河
东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了中国传统文
化，
充分体现了中国地理历史的魅力。

记者从 11 月 23 日召开的陕西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了解到，
《陕西省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近一年来，
陕西省深刻汲取秦岭违建教训，持续开展专
项整治活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
显进展。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针对条例组织开展了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
分别对西安、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
6 市进行了检查，
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据介绍，陕西省持续推进秦岭“五乱”
（乱
搭乱建、乱砍乱伐、乱采乱挖、乱排乱放、乱捕
乱猎）问题专项整治、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尾矿库安全运行、农家乐环境整治等工
作。2018 年 8 月以来，查处秦岭区域未批先
建、非法占地、批小建大等各类违规建设，整
治违建问题 4171 个，查处乱砍滥伐案件 326
起，完成秦岭地区矿权退出 73 个，整治乱排
乱放砂土弃渣问题 624 个，拆除违建农家乐
324 户、关闭 1267 户，查获乱捕乱猎国家一
级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544 只
（件）。
（新华社 11.24）

渭南火车站全封闭改造
暂停办理所有客运（含行包）业务

按照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渭
南市政府统一部署，渭南火车站将进行全封
闭改造。因站台施工影响，铁路部门将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1 年 1 月 23 日暂停办
理所有客运（含行包）业务，力争 2021 年春运
前以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广大市民。
据了解，渭南站本次改造主要涉及站房
及站台改造。站房以扩大候车面积为主，改
造后，将从原有的 1290㎡扩建到 1567㎡，并
新增第二候车厅 670㎡、商务候车区 90㎡以
及安检大厅 108㎡，累计新增旅客候车面积
1037㎡。同时还将增设母婴室、设立综合服
务台等功能场所，全面提升车站候车环境。
站台改造则是将一站台改建为高站台，为日
后高等级列车的开行提供支持；二站台将全
面更新站台面，
优化旅客乘车环境。
（
《三秦都市报》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