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

6日8时22分，D4251次列
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 西安至
成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千年
来阻隔我国西北西南的秦岭天
堑被贯通，蜀道难成为历史。
西成高铁全长658公里,运
营时速达250公里，是我国第一
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 也被
称为“
中国最穿越高铁”。
西成高铁自陕西省西安市
引出，向南经陕西省安康市、汉
中市， 至四川省广元市、 绵阳
市， 在江油站与已建成的成绵
乐铁路相连，抵达成都市。
受其影响， 目前成都直飞
西安的航班机票价格大多数为
300多元，有的航班票价甚至降
至260元，与西成高铁的二等座
票价相当。目前，成都至西安的
航班每天八班， 但是从本月16
日开始将锐减至每天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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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高铁
昨天正式开通运营

上海迪士尼明年6月门票提价
平日399元 高峰日575元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6日发布
公告称， 将于2018年6月6日起实
行新的票务方案，分别为：平日、
高峰日和假期高峰日。 上海迪士
尼乐园调整后的平日门票价格为
399元；需求较高的高峰日（包括
暑假、周末和大部分节假日）的门
票价格为575元，需求更高的两个
假期高峰日 （即春节和国庆节假
日）的门票价格为665元。
而目前， 上海迪士尼的门票
分两级，平日票370元，高峰日票

499元。 就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这次
调价来看， 平日票价的涨幅为
7.8%，高峰日票价的涨幅为15%。
乐园门票不定期涨价， 其实
是迪士尼在全球经营的惯例。 资
料显示， 美国的两座迪士尼以及
巴黎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基本每年
都会涨价， 香港迪士尼乐园在
2013年前基本两年调整一次，而
从2013年之后就 变 成 每 年 涨 一
次。 东京这几年也是基本每年涨
中新网
价。

2018届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820万人

新华网、澎湃新闻

一列成都东开往西安北的动车组列车穿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

三代造林人半个多世纪
的持续奋斗， 让贫瘠沙地变
成绿水青山， 也获得世界赞
誉。 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宣布， 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
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
塞罕坝林场位于河北省
北部，占地9.3万公顷。由于历
史上的过度采伐， 土地日渐
贫瘠， 北方沙漠的风沙可以
肆无忌惮地刮入北京。 1962
年， 数百名务林人开始在这
一地区种植树木， 经过三代
人努力将森林覆盖率从
11.4％提高到80％。 目前，这
片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
供应1.37亿立方米的清洁水，
同时释放约54.5万吨氧气。
“地球卫士奖”从2005年
开始颁发， 是联合国表彰世
界各地杰出环保人士和组织
新华网
的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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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6日从教育部获悉，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20万人， 就业创业形势复杂严
峻。
统计数据显示， 从2001年开
始， 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持
续增长，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为795万人，比2016年多出30
万。
在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上，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表示，要
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
业，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
林蕙青指出， 一是要唱响基
层就业“主旋律”，积极引导毕业
生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 二是要
服务国家需求“大舞台”，主动向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联合国
“
地球卫士奖”

重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重要领域输送毕业生， 引导毕业
生到高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
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新兴领域就业创业； 三是要汇聚
创新创业“新动能”，细化完善创
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 弹性学
制管理等政策， 加大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场地、资金、指导、服务
等方面投入力度； 四是要下好统
筹联动“一盘棋”，建立健全高校
区域布局、学科专业、层次类型动
态调整机制， 统筹推进各类型层
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运用好
社会资源开展协同育人； 五是要
打造服务保障“新格局”，广泛应
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开展
精准就业对接， 加强困难群体帮
新华社
扶。

八达岭老虎伤人案
本月19日将开庭
备受关注的八达岭老虎伤人
案有了新进展，记者昨天获悉，该
案将于12月19日在北京延庆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2016年7月23日，北京八达岭
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园内发生一
起老虎伤人事故， 游客赵女士中
途下车，被老虎拖走，其母周女士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

下车去追想要救回女儿， 结果也
遭老虎撕咬。 该事件造成周女士
死亡，赵女士受伤。 后赵女士和父
亲将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起诉到北
京延庆法院索赔。 日前，赵女士及
代理律师收到了延庆法院的传
票， 通知他们案件将于12月19日
北京青年报
开庭。

广告

秋冬进补三七、玛卡、虫草、石斛、西洋参省钱放心
产地直供特惠活动12月8至12月15日，真材实料，全部现场免费加工，可挑可选，更多品类欢迎到店选购！

云南文山三七 特价188元/斤起

七草堂云南文山三七淮安直销处三
七均是自产自销， 每一头三七均是从文
山田间地头直接选购，与种植户对接，免
除中间加价环节， 价格与文山产地交易
市场同步。 直销处所有规格三七都以原
生态形式面向消费者，不打磨，不打蜡，
人工水洗， 自然本色， 品质好坏轻松分
辨，绝不销售劣质三七、假三七，选正宗
真三七，买低价好三七，就到七草堂文山

三七淮安直销处。
原产地直供文山三七十余年， 只为
您每天吃到一勺地道好三七， 店内精品
七王20头、精品30头、精品40头、精品60
头、三年特价七低至188元/斤，多种规格
任意挑选， 直销处还引进了国内先进的
低温超微直流粉碎机， 低温精细打磨吸
收更容易，打磨一遍即成超微细粉。 选购
正品真三七受益的不单单是消费者自
己，也保护了文山淳朴的七农。

产地直供特惠活动期间：
买2斤送半斤
精品三七 买1斤送2两
（注：特价三年七不参加本次买赠活动）

冬虫夏草

特价79元/克

精选西藏那
曲今年头期虫草，
干度95% 以 上，不
扎不包、 全 部 散
称，放心省 钱 ， 新
鲜 正 宗 。 感恩回
馈淮安市民，多
玛卡
批发价49元/斤起

西洋参 参农直供价0.9元/克起

重大礼等着你！

1、低至79元/
克起。 2、购满3千
元送鹿茸礼盒。
3、 购满50克送
同品5克。

铁皮石斛
特价1.2元/克

羊奶粉68元/盒
买5送1

西洋参一直以
来都是滋补品中的
贵族, 西洋参滋
阴补气，三七补血
活血，和三七搭配
更是黄金搭档，气

血双补! 本次特惠
活动西洋参全部产
地参农直供， 保证
一手货源， 让您平
时买一斤的钱今天
买两斤！

活动
热线：
活 动 七 草 堂 （淮 安 市 东 大 街 ， 老
地 址 ： 年活动中心大门口)
乘车 公 交 1、6、10、12、13、14、16、22、23、
路线： 28、83、116 路 ， 水 门 桥 站 下 车 ， 东 大 街

0517-86225399

淮海南路入口向东100米路北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