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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管
委会专职副主任李群刚介
绍，自 2017 年 4 月份揭牌至
今年 3月底，西安区域新增市
场主体 60086 家，注册资本
7460.53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
469 家，注册资本 16.81 亿美
元；注册资本亿元以上企业
705家。

围绕“放管服”改革及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开展探索，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全面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将 523 项中央行政
许可事项和 10项省级行政许
可事项纳入管理清单，分类推
进 改 革 ，惠 及 市 场 主 体
21693户。

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率先
与济南、兰州、无锡、南沙开展

“跨省通办”业务，满足各类市
场主体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开展“一照多址”“一业一证”
改革，发出省内首张药品零售
行业综合许可证和“一照多
址”营业执照；设立“水电气
暖”综合窗口，企业和群众“跑
一趟路、进一扇门、填一张表”
即可完成报装，办理时间缩减
为 1天。

设立“水电气暖”综合窗口

新增注册资本9312.37亿元
截至目前，《总体方案》明

确的 165项试点任务已全面实
施，形成创新案例 511个，其中
大型机场运行协调新机制、“全
球云端”零工创客共享服务平
台等 21项改革创新成果被国
务院或国家相关部委发文在全

国复制推广，83项改革创新成
果在全省复制推广。

截至 2021年 3月底，陕西
自贸试验区新设市场主体
83528 家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9312.37亿元。其中新设企业
57517家。从去年全年统计数

据来看，自贸试验区以不足全
省 1/1700的土地面积，新增企
业数占全省新增企业数的1/14，
创造了全省 7/10的进出口贸
易额，吸引了全省近 1/6的外
商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占
全省的近 1/2。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作为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的“牛鼻子”，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推进政府管理方
式变革和管理手段创新，有效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增
强企业获得感。

中央层面设定的 523项、
我省设定的 10项涉企经营许

可“证照分离”改革事项在自
贸试验区实行全覆盖清单管
理。2020 年累计办理“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
总量 6.8万件，惠及市场主体
2.4万余户。

引入全省首家外商独资演
出经纪公司，三星二期、博世力
士乐线性导轨和柔性传送系

统、先正达种业中心、马来西亚
凯儿库干细胞等外资项目相继
落户。2020年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 88家，实际利用外资 37.8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15.3%、
44.8%。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已推广应用了国家标准版 18
大类 729项服务功能，主要业
务覆盖率达到了100%。

2020年长安号开行3720列
加快建设中欧班列（西安）

集结中心，已面向中亚、南亚、
西亚及欧洲开通运行 15条干
线通道，覆盖欧亚大陆全境。
通过“干支结合”的方式构建了

“+西欧”集结体系，相继开行了
15条集结线路，辐射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晋陕豫黄河三
角洲等主要货源地。2020年
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 3720列，
是上年的 1.7倍，创历史新高。

运送货物总重达281.1万吨，是
上年的1.6倍，开行量、重载率、
货运量 3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
前列。2021年 1-3月，中欧班
列长安号共开行 879列，是去
年同期的1.4倍，运送货物总重
约 64 万吨，是去年同期的
1.2倍。

已开通“首尔—西安—洛
杉矶”等 3条客货运航线，累
计开通国际航线 92 条，通达

全球 36个国家 74个主要枢纽
和经济旅游城市。自贸试验
区杨凌片区与全球 60多个国
家在现代农业领域建立合作
关系，杨凌国际农业科技创新
港聚集了 11家国际合作研究
机构和外资企业。在美国、哈
萨克斯坦等国建设了 6 个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推动农业技
术、新品种和农业设备的对外
交流。

“十四五”期间，长安区面临西安加
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具有历史文化
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外溢效应持续增
强等重大机遇。开局之年，将继续深入
实施“三三三”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努
力建设美好新长安。

据了解，今年长安区将强力推进重
点工作，聚力抓好“一防两保四突破”工
作，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松懈，保护
大秦岭、保障“十四运”，实现“三园”建
设、产业发展、全域治水、污染防治新突
破，全力以赴推动合丰泰项目、全域治
水等10项重点项目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综合实
力。树立投行思维，招引一批创新能力
强、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潜力
足的旗舰型产业项目。加快推进佳龙·
EMC城市广场等16个市级重点在建项
目和建安高品质酒店等 102个区级重
点在建项目。做大做强常宁新区、长安
科技产业新城、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
园三大板块，推动西北水电、普洛斯智
慧物流仓等项目加速建设，打造省级农
村改革试验区和 2个以上特色工业集
聚区以及柳青文艺创作、影视文化等文
化产业新高地。

坚持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三
园”建设。加快乐园大学城建设，谋划
筹建环大学城创新知识圈，推进产学
研一体化发展。加快公园城市建设，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保障 2个比赛场
馆建设、4条涉赛道路畅通有序，做好
1条火炬传递路线保障工作，确保人民
公园、常宁公园等一批公园建成开
放。加快建设花园乡村，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
动宜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业态、优
质服务 4个领域升级，实施农村污水
处理工程，加快创建全国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50个A级景区村，
用 5年时间努力建成国家城乡深度融
合发展先行区。

坚持人民至上，让广大群众日子越
过越红火。早日完成 18所学校新建、
改扩建任务，加快市中医医院南院区等
医院建设，创建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区，争取城镇新增就业 8200人，建成 3
个镇街级养老服务中心，切实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严守安全稳定底线，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新机制，健全社区治理新模
式，探索基层治理“长安实践”。

坚持多元发力，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加快长安秦
岭保护示范区建设。铁腕治污减霾，
让广大群众看到更多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加快潏河、滈河、浐河等 7条河
流治理，强力推进 65.5 公里“三河一
山”绿道建设，同步建设 53公里秦岭
山水旅游专线。

本报记者张利平

谱写西安新时代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开局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一个人要是没有信仰，那便心中
没有方向，脚下没有力量，‘为人民服
务，为老百姓办实事’，这平凡的信仰，
使我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走的更加
坚定有力。”4月 7日 7时 50分，安康市
白河县城关镇清风社区居民委员会委
员陈丽准时到达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天
的工作。

“整理脱贫劳动力信息、了解他们
现在的务工地址……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我们的工作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
到。”陈丽主要负责就业创业及社会保
障方面的工作，脱贫劳动力报表是动态
更新的，不仅包括他们现在的工作状
态，还要了解他们今后的工作打算。

从进入居委会工作那天起，陈丽就
立志将满腔的热情和关爱奉献给居民
群众，这与老党员爷爷的谆谆教诲分不
开。去年春节期间，陈丽接到了疫情防
控应急值守通知，那一天正是她爷爷的
生日。“这跟打仗一样的，你一定要去，
我们不能当逃兵。”至今陈丽依然清晰
地记得爷爷当时斩钉截铁的话语。

在社区工作久了，陈丽对不同居民

来办事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陈丽
说，年轻人白天要上班，一般会选择早
上来；老年人则多集中在中午或下午。

“正常情况下，一上午要接待 30多位居
民。如果是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人多的时候，一上午得接待200多人。”

说话间，陈丽的电话铃声响起，要
入户了解辖区内近段时间流动人口的
信息。此时是 9时 30分。陈丽在保存
整理了信息后准备开始入户工作。

这样的工作对陈丽来说已经非常
熟悉了，2020年疫情期间，摸排和监管
重点人群，她冲锋在前。跟着社区的疫
情防控队伍走街串巷，摸排登记重点人
群信息，并实施分类监管……每一条街
道、每一个岔路，陈丽都了如指掌。

10时 30分，陈丽在完成入户工作
后又匆匆赶回居委会，为即将举行的家
政月嫂培训做准备。她要统计前来参
加培训人员的信息。

去年受疫情影响，辖区内部分群众
无法外出务工，陈丽通过统计发现失业
返乡人员 150人，于是就逐一打电话联
系，分类统计哪些人要等待回原岗位，
哪些人有意愿找新工作，再搜集辖区内
社区工厂以及苏陕协作项目的用工信
息，提供给有需求的人。

当问到信仰是什么时，陈丽笑着
说：“爷爷已经 80多岁了，依旧拄着拐
杖去参加村党支部的党员活动日。信
仰是什么？对我来说，哪怕平凡，拒绝
平庸，哪怕身在基层，依然充满力量。
心中有信仰指引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不论事情大小。”

本报记者 王嘉

社区居委会委员陈丽：

为群众办实事不论事情大小

陕西自贸区亮出四年成绩单

新设市场主体8万多家
创建50个A级景区村
奋力建设美好新长安

新设市场主体83528家；“证照分离”改革惠及市场主体2.4万余户；中欧班列长安号

开行数量创历史新高……4月7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年建设情况。

见证初心·我在一线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石喻涵实习生王雯静

工作中的陈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