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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
一道流动风景线，在时代发展的
车轮中，公交的变化就是城市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西安公
交不断提升，悄然改变，如今，更
是获得了越来越多市民乘客的肯
定与点赞。

7月 21日，在纬什街站，记者
见到了 73岁的刘阿姨，她准备乘
坐的是 7路公交车。“我和几位老
伙计约好去兴庆宫公园转转，过几
天还准备去幸福林带逛，这两个地
方坐 7路都可以到。”说起西安公
交，刘阿姨伸出了大拇指，“车厢环
境好，驾驶员们服务态度好，坐在
车上既舒适又愉悦。”

这些年刘阿姨见证着西安公
交的一点点变化。“从原来的售
票乘车到如今的扫码乘车；从原
来的燃油公交车到如今的新能
源公交车；从一开始的立杆式站
牌到如今越来越多的‘高颜值’
公交候车亭……不知道哪一天出
门，天天乘坐的公交车就又发生
了改变。”

在凤城四路一家单位工作的

刘杰一直上的是下午班，22时下
班，做完收尾工作后赶到公交车站
基本在 22时 30分左右，偶尔需要
加班，到达公交车站的时间会晚一
些。“从单位到公交车站也就七八
分钟，我通过手机APP查看公交实
时距离，基本等个三五分钟就能坐
上车。”刘杰说，由于出门就有公
交坐，工作以来，公交一直是他出
行的首选。

据了解，为让市民乘客出行
更加便捷，近年来，西安公交集团
不断加强常规公交与地铁、公交
枢纽场站和新建道路之间的换乘
接驳，全力打造 15分钟交通便民
服务圈。同时，为满足市民与日
俱增的早间和夜间公交出行需
求，进一步延长调整公交线路营
运时间。目前西安公交集团末班
发车时间 24:00的线路已增加至
57条，末班发车时间 22:00以后的
延点线路已达 140条，提高了西安
夜间出行便利性，西安夜间公交
线路占全部公交线路比例位居全
国第一。

为提升服务质量，与市民架起

沟通的桥梁，西安公交集团构建了
“互联网+热线”服务体系，初步实
现线上客服+热线客服一体化，市
民投诉建议更加便利。

西安公交的改变，有些是乘客
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也有一些，体
现在幕后。“之前我们的车辆调度，
全部是凭借调度员的经验调整车
距，有时会给市民乘客带来不便，

近几年来，我们使用了智能调度系
统，通过简图，可以及时了解路况，
从而灵活调度，方便市民乘客乘
车。”公交三公司二车队服务队长
王翰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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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昌永）今年以
来，西安高新区聚焦市场主体登记
和行业经营许可审批事项，印发
《关于推进“证照联办”改革的实施
方案》，推行“证照联办”“五个一”
新模式，实现了人力资源、对外贸
易、劳务派遣等高频事项“一次告
知、同步受理、资料共享、并联审
批、统一发证”，高效便捷的政务服
务赢得了广泛好评。日前，该项改
革新模式被陕西省发改委列为
2021年第二批落实“放管服”改革、
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向
全省各级各类开发区（园区）进行
复制推广。

据记者了解，西安高新区推行
证照联办“五个一”改革新模式，主
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整合环
节，准入准营“一次跑”。对市场主
体登记和行业经营资格审批进行

“三整合”，实现了“一表申请、一窗

受理、一次办好”。同时，积极推行
“不见面”审批，申请人可在线申
请，审批机关通过线上平台在线受
理、在线审批、免费邮寄，实现业务
办理“一次不用跑”。二是优化服
务，联审联办“一趟清”。实行“一
次告知、同步受理、资料共享、精简
流程、同步发证”的联审联办机制，
并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全面
推行企业登记“4+N”服务模式（即
营业执照、印章刻制、企业办税、社
保开户等“4”项+“银行开户、公积
金开户、通信开户、原产地证明、商
标注册、公证服务”等“N”种业务
类型拓展服务），并附送“企业开办
大礼包”，企业开办全流程提速至3
小时办结，极大提高了企业群众办
事效率。三是简化流程，告知承诺

“一纸办”。在“证照联办”过程中，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审
批机关在收取材料时，将经营许可

相关条件、监管规则和违法后果一
次性告知企业，企业自愿作出承诺
并提交《告知承诺书》，工作人员受
理后当场颁发许可证书。四是科
技赋能，证照集成“一码通”。在企
业登记环节，西安高新区充分发挥
科技优势，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
在营业执照二维码上集成准营环
节生成的各类许可证信息，并实时
动态更新，扫码即可直接获取企业
相关信息，实现企业准营信息“一
码加载、一码覆盖、一码通行”。五
是数据共享，审管联动“一网管”。
按照政务服务系统建设标准，开发
了“证照联办”数据共享小程序，审
批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可直接获
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非涉密
信息，实现了审批与监管信息共
享、协调联动。

自开展“证照联办”改革以
来，西安高新区有效解决了“准入

不准营”“拿照易开业难”等问题，
实现了审批信息共享、证照无缝
衔接，有力消除了监管“盲区”，降
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7月
20日，在西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高新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道，从目前的改革
探索来看，初步取得了“一窗受
理”实现集成服务、并联审批压减
审批时限、信息共享助力“一码通
行”以及综合监管达到“一网通
管”等四个方面的成效，打破了

“信息孤岛”，真正做到了“让信息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同时，
将申请受理、材料流转、现场核
查、审批发照（证）四个环节“一体
推进”，让申请和审批流程环环相
扣、无缝衔接，证照平均办结时间
缩短 40%以上，企业需提供的纸
质材料减少 50%以上，大幅提升
了行政审批效率。

“奶奶您好，我是您资助的学
生穆婉婷。我现在是西安医学院
的一名学生。您资助的阳光助学
金我已经开始用了。”7月 22日凌
晨，穆婉婷所说的这位热心公益
捐资助学的刘桂英奶奶去世了。

“听到刘奶奶去世的消息真
的很伤心。我是在去年收到刘奶
奶的资助，最开始以为她是四十
几岁阿姨，去年国庆节打电话联
系的时候才知道她已是快80岁的
人了。知道奶奶去世后，我的心
很痛。”穆婉婷说。

“今天得知刘奶奶去世的消
息，我非常难过。刘奶奶是一位
很慈祥的老人，在2018年，我考上

了大学，家里贫困，负担不起我上
大学的费用，就在我迷茫的时候，
马华叔叔帮助我联系上了由三秦
都市报开展的阳光助学活动，找
到了刘奶奶这样的爱心人士，资
助我上学。”镇安的吴美娴在得知
消息后发来短信。

“在我上学期间，还时不时的
能和刘奶奶在手机上聊天，奶奶
卧病在床的时候，心里依然牵挂
着我们。她教我知道感恩，要善
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爱心
传递下去。”吴美娴说。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资助贫
困大学生的事，刘桂英老人已坚

持了十多年了。“大概在十多年
前，我妈从报上看到许多大学生
因为贫困而上不了学，她就决心
每年要资助一名大学生。都是我
陪着她去银行取了钱，然后陪她
送到报社，交给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要给她开张收据，她都不要，
说帮助孩子不需要留名。”刘桂英
老人的女儿回忆说。“除了每年定
期资助大学生外，我妈每年还资
助留守儿童，资助孤寡老人等。
她一直都跟我们说做好事不需要
留名。”

7月 20日，刘桂英老人在生
病住院期间还一再叮嘱女儿，“今
天都 20号了，你别忘了联系今年

要捐助的学生。”刘桂英老人的女
儿哽咽地说道。

记者了解到，刘桂英老人生
前是一位老军人、老党员，曾任
解放军第四五一医院药剂科主
管药师。战友眼中的她是一个
思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勇于
奉献，为人热忱，喜欢帮助别人，
不计较个人名利，工作踏实，认
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好同志，工
作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
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在
得知刘桂英老人去世的消息后，
陕西阳光助学也在第一时间送
上吊唁花篮。

本报记者成东丽

热心捐资助学的刘桂英奶奶走了
临终还不忘资助大学生

西安加强对涉挥发性
有机物企业监管

本报讯（记者 李佳）7月 22日下
午，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对全市20个区县大队、4个直属
大队共计 199名执法人员、139家涉
挥发性有机物重点企业的管理人员
开展网上专题培训会。

会议要求企业落实挥发性有
机物治污主体责任，首先要落实环
评报告书、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
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建立挥发性有
机物管理台账。其次要加强无组
织排放管控。生产、运输、储存环
节要按照要求采取密闭等措施，涉
挥发性有机物的物料、角料要及时
入库，涉挥发性有机物的危险废物
要全收集、全处理。同时，要求治
污设施和自动监控设施要正常运
行，严禁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库等违
法行为。另外，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积极整改，补齐治理、运维、管控
短板。

期间，执法二大队大气中队王
雅讲解了监管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
依据、法律法规、企业执行的标准体
系，并结合实际讲解了涉挥发性有
机物企业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通
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守法意
识，提升了执法人员监管能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西安全市围
绕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涉挥发性
有机物、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等专
项执法检查，检查企业7680家次，立
案373件。其中，办理涉气行政处罚
案件115件，收缴罚款568.5万元。

未央区重点项目投资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西安市
第三医院二期扩建项目累计投资
3.09亿元，达到年计划的 51.53%。”
未央区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昨日告
诉记者，未央区建立三级医疗服务
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极大程度地
缓解北郊看病难。

据了解，今年来，未央区实施重
点建设项目区级领导包抓制度，包
抓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建设一线，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督
促建设企业加快施工进度，提前完
成半年投资任务。截至6月底，12个
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72.32
亿元，占年计划的78.14%。133个区
级重点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 145.55
亿元，占年计划的53.37%。市、区级
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均实现“时间任
务双过半”。

2020年度西安房屋
维修资金分户计息完成

本报讯（记者文锦）房屋维修资
金是房屋的“养老金”。昨日记者从
西安市住建局获悉，7月 16日全市
2020年度房屋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计
息工作全面完成，广大业主可就近
到全市20家房屋维修资金业务承办
银行的 90个网点，查询自己房屋维
修资金账户的明细情况。

据西安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
心负责人介绍，业主账户可查询到
的信息包括：维修资金的交存金额、
使用金额、各年度利息收益、账户余
额等。查询时，业主需携带自己的
有效身份证件、房屋所有权证或《商
品房买卖合同》、维修资金交存票
据。据悉，西安市 2020年度房屋维
修资金交存业主的综合利息收益率
为2.61%。

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品质公交

西安夜间公交线路占比居全国第一

西安高新区推行证照联办“五个一”新模式

实现证照集成一码通行

调度员根据智能调度系统灵活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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