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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换乘攻略来了
2020 年 12 月 28 日西安地铁 5 号线、6 号线一期、9 号线三线同时开通运
营。西安地铁换乘站又增加了 6 座，使西安地铁换乘站达到 13 座。为了让乘客
能顺利乘车换乘，
西安地铁 1 月 12 日公布了西安地铁新线换乘攻略。

南稍门站
首个通道换乘站

换乘车站。3号线换乘6号线的乘客，可从3
号线站台通过换乘楼梯至 6 号线站台乘车。
6号线换乘3号线的乘客可以从6号线站台，
经过楼扶梯，到6号线站厅再到3号线站厅，
经楼扶梯，
到3号线站台乘车。

火车票预售期变为 15 天

开车前 8 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1月13日，记者从
铁路部门获悉，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
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
来不便，自发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
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即
1 月 29 日起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
车票。1 月 14 日至 1 月 28 日，只发售 2 月 11
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14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需退票

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
前15天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
日）以上；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48小时以
上、48~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
定执行；
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
仍不收
取改签费用；
其他情况仍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行需要
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将及时公告相应退票
措施。

西安昨天最高温 19.1℃

明起又有一次降温过程
本报讯（记者 陶颖）1月13日，西安又是
一个艳阳天，15 时许，城区气温大都在 16℃
以上。
“三九”天里，蓝天暖阳频频“营业”，升
温潮来得猛烈，不少网友感慨：冬天也有四
季！未来三天，气温波动较大，提醒大家注
意防寒保暖。
13 日 14 时，从西安全市自动观测站分
布来看，气温基本都达到了 15℃以上，从全
市区域站分布来看，除了秦岭山区个别地方
气温较低，全市其他地方温度分布较平均，
最高温度出现在高陵，19.1℃。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如何？14日：陕北晴
天转多云，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陕北、关
中北部有4～5级偏北风。15日：陕北、关中
多云转晴天，陕南晴天转多云。陕北、关中

北部有 4～5 级偏北风。日平均气温陕北北
部、关中南部、陕南东部部分地方下降 4～
6℃。16 日：全省多云间阴天，关中南部局
地、陕南有小雪或雨夹雪。陕北、关中北部
有 4～5 级偏北风。日平均气温陕北下降
4～6℃。17日：陕北、关中多云转晴天，陕南
阴天转多云、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雪或雨夹
雪。日平均气温关中下降2～4℃，陕南大部
下降 4～6℃，局地达 8℃。陕北大部有 4 级
西南风。
受暖平流影响，14日西安市仍维持晴好
天气，15-17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天
气过程。14日：晴间多云，-1～15℃；14日晚
到15日：
多云转晴天，-1～9℃；16日：
多云转
阴天，
-4～6℃；
17日：
多云转晴天：
-5～8℃。

陕西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为 1.07 万人追回工资 2.21 亿元
本报讯（记者 白圩珑）2020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1年春节前，陕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截至2020年12月底，共检查用工
单位 2563 户，为 1.07 万人追回工资报酬 2.21 亿
元。这是记者 1 月 13 日从陕西省人社厅媒体通
气会上获得的消息。
在规范审批管理方面，陕西省坚持欠薪问题
源头治理。发改部门严格落实预算内基本建设
资金投资计划和项目管理，资金不到位的一律不
予审批立项、不得开工建设。

截至 2021 年 1 月 5 日，
“陕西省农民工工资
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已监控在建工程项目 2549
个，触发预警 2627 条，处置 2232 条，有效预防了
工程建设领域新欠问题发生。2020 年陕西省人
社厅向社会公布重大欠薪违法行为82件，认定拖
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37条。
探索建立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
议仲裁“一窗受理”、工会组织劳动法律监督“一
函两书”机制、司法机构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前
置机制，主动化解隐患和矛盾。

真方便 家门口就能注册开公司
郑女士半小时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南稍门站是 2、5 号线换乘站，也是西安
地铁首个通道换乘的车站。2号线换乘5号
线的乘客可从 2 号线站台经过 2 号线站厅，
6号线5号线
再经过换乘楼扶梯（使用楼梯或电扶梯，下
在西工大站换乘
同），走换乘通道，到换乘平台，到5号线站台
乘车。5 号线换乘 2 号线乘客可从 5 号线站
西北工业大学站是 5、6 号线换乘车站，
台，
经5号线站厅，
到换乘通道，
再到2号线站 为 T 字形换乘车站。6 号线换乘 5 号线的乘
厅，
到2号线站台乘车。
客，可从6号线站台经换乘楼梯，到5号线站
台乘车。5 号线换乘 6 号线乘客可从 5 号线
4号线5号线
站台，经楼扶梯到5号线站厅，再到6号线站
在李家村站换乘
厅，
经楼扶梯到6号线站台乘车。
建筑科技大学·李家村站是 4、5 号线换
1号线9号线
乘站，为T字形换乘车站。5号线换乘4号线
在纺织城站换乘
的乘客可从5号线站台，经楼扶梯，到5号线
站厅，
再到4号线站厅，
经楼扶梯，
到4号线站
纺织城站是 1、9 号线换乘站，是西安主
台乘车。4 号线换乘 5 号线乘客可从 4 号线 城区与临潼区接驳的车站。现场根据客流
站台，
通过换乘楼梯至5号线站台乘车。
情况，
在必要时启动客流控制，
会采取
“单向”
换乘的方式。1号线换乘9号线的乘客可从
3号线5号线
1号线上行站台，
经站台两端换乘通道至9号
在青龙寺站换乘
线站台乘车。9号线换乘1号线的乘客可从
青龙寺站为 3、5 号线换乘站，换乘方式 9号线站台，经楼扶梯至9号线站厅，通过换
为
“双向”
换乘，
乘客仅需上（下）一层楼梯，
即 乘通道，
到1号线站厅，
再经过楼扶梯，
到1号
可完成两条线路之间的换乘；但根据现场客 线站台乘车。
流情况，在车站启动客流控制时，会采取“单
西安目前
向”
换乘的方式。5号线换乘3号线的乘客可
有地铁换乘站13座
从 5 号线站台，经过站台换乘楼扶梯至 3 号
线站台乘车。
目前，西安地铁开通的换乘站有：北大
3号线换乘5号线（低峰时段）：可由3号 街站（1、2 号线换乘），通化门站（1、3 号线换
线站台经站台换乘楼扶梯，到 5 号线站台乘 乘）、五路口站（1、4号线换乘），
纺织城站（1、9
车。3号线换乘5号线（高峰时段）：3号线站 号线换乘），
小寨站（2、3号线换乘），
建筑科技
台至3号线站厅，经站厅换乘通道，到5号线 大学·李家村站（4、5号线换乘），
北客站（北广
站厅，
通过楼扶梯到5号线站台乘车。
场）站（4号线与机场线换乘），
行政中心站（2、
4号线换乘），南稍门站（2、5号线换乘），大雁
6号线3号线
塔站（3、4 号线换乘），青龙寺站（3、5 号线换
在科技路站换乘
乘），
科技路站（3、6号线换乘），
西北工业大学
本报记者 张彦刚
科技路站是 3、6 号线换乘站，为 T 字形 站（5、6号线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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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没想到家门口就近
可以跨区办公司登记！”思开达语音智能科技（西
安）有限公司法人郑女士拿到了由西安市市场监
管局经开区分局发出的企业开办大礼包，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日前，西安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分
局正式开通了就近申请登记模式，同时，打通了跨
区联办申请登记通道。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增强企业群

众办事体验感和获得感，西安市市场监管局经开
区分局推行就近登记，实现群众少跑腿。登记机
关通过联办模式，实现登记机关之间资料互认，
就近申请登记。根据申请人要求，覆盖全市各开
发区登记机关的各类市场主体，申请人可到就近
的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登记部门当场核发营业执
照，领取企业印章。执照发出后，与所属管辖机
关进行档案交接，极大便利了办事群众。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11 家网约车平台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陶颖）1月13日下午，西安市出
租汽车管理处召集在西安市开展经营活动的 11
家网约车平台召开疫情防控专题工作会，通报了
近期其他城市网约车行业疫情防控形势，对各平
台疫情防控工作再次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工作人员首先
通报了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北京有数名网约
车司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相关网约车平台也因疫情防控措施不落实被交
通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要求 11 家网约车平台继续严格落实行业疫情防
控措施，严格落实“司乘双方全程佩戴口罩”和
“每日两次车辆全面消毒”工作；严格做好健康码
查验工作；组织做好全体驾驶员每14天一次的常
态化核酸检测工作。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杨帆介绍，不
合法网约车无法有效落实核验健康码、佩戴口

罩、定期消毒、驾驶员常态化核酸检测等要求；没
有车载监控设施，管理部门和平台都无法有效监
督驾驶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存在监管盲
区，会加大疫情防控管理风险。杨帆呼吁广大市
民选择出租
车或合法网
约车出行，目 致：翟妮女士
您于2020年12月9日订购我司开
前西安市区
【5-40102】
的 近 5 万 名 发的“融创·揽月府五期项目”
号商品房，因您并未按《房屋认购合
出租车和合 同》约定准时支付购房款、准时办妥
法网约车驾 按揭贷款申请手续，亦未依约准时同
驶员已全员 我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
和相关购房资料，我司已向您寄送了
开展了两轮 催告函与解约函，现再次通知您与我
核酸检测，结 司之间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解除，
果均为阴性， 定金不予退还，我司有权将上述房屋
另行出售，特此公告！
广大市民可
西安凯瑞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放心乘坐。

解约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