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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地块编号

XXKG-BD05-26-A

XXKG-BD05-26-B

XXFX-ZX05-09

XXFX-ZX04-02

土地位置

空港新城北杜片
区广德路以西、信平大
街以南、敦化路以东

空港新城北杜片
区熙平大街以北、广德
路以西、敦化路以东

沣西新城支七路
以东、雅韵路以北、同
文路以西、支一路以南

沣西新城同文路
以东、支一路以北、同
心西路以西、沣润西路
以南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
商业用地

住宅兼容
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66665.68

24752.22

17105

16093.41

容积率

1.2≤FAR≤1.7

1.2≤FAR≤1.7

5.0≤FAR≤5.5

3.5≤FAR≤4.0

建筑密度

BD≤25%

BD≤25%

BD≤50%

BD≤50%

绿地率

≥35%

≥35%

≥25%

≥25%

出让年
限（年）

70,40

70,40

40

40

土地估价备案号

6102621BA0166

6102621BA0143

6102621BA0188

6102621BA0212

竞买保证
金(万元)
5000

1857

4747

4466

规划指标要求

经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准，现决定2021年9月15日至2021年10月7日对
下列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
定及经核实有闲置土地外，均可参加竞买。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
即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咸新
区）西咸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站陕西权益类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CA
锁（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
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按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不
接受联合竞买。

四、挂牌出让时间
挂牌期限为2021年10月8日9时至2021年

10月20日16时整，申请人应当在挂牌出让结束
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咸新
区）西咸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站陕西权益类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并在系统上提交
竞买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网上挂牌竞买保
证金支付截至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8日 16时
整。网上挂牌报价截至时间为2021年10月20
日16时整。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站
陕西权益类交易系统（网址:http://xxxq.sxggzyjy.
cn/）查询并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按上述文件规
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竞买人操作详见《西咸
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竞买
人操作规程（试行）》进行操作（获得地址为：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西咸新区）网站http://
xxxq.sxggzyjy.cn/服务指南>下载专区）。

六、如遇到疑难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
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29-33585028
网上交易系统使用服务：029-33585730
CA锁（数字证书）咨询电话及办理地址：029-

88661241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CA
窗口（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

西咸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西咸土出告字〔2021〕11号

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5日

近日，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公布第二届安
全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此次共评出获奖项
目 468项，其中一等奖 43项，二等奖 177项，
三等奖 248项。陕煤黄陵矿业《煤油气共生
大采高智能化综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荣获安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煤油气共生大采高智能化综采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的成功实施，开创了国产

成套大采高装备智能化开采的先河，提高了
大采高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水平；拓展了智能
化开采技术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应用；推动
了国产成套综采装备的整体技术进步；促进
了煤矿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
高危向安全转变，为建设智能化矿区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对我国煤矿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开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依 吴宁

黄陵矿业《煤油气共生大采高智能化综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奖

汉中市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职工赵玉平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感触很深：一
方面因为她现在的工作和环保相关，另一方面
则是源于家乡——汉中市西乡县柳树镇近些
年的变化。

“远山无密林，近水皆耕牛。”这是赵玉平
小时候对家乡的记忆，“一大家子住在两间土
坯房里，夏天漏雨，冬天灌风。60厘米见方的
小木格蒙上一层塑料纸就是抵御寒风的窗
户，50毫升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就是供全家照

明的光源。”
直到今天，她还记得昏黄的灯光下，爷爷

抽着旱烟袋，奶奶动作迟缓地做着针线活，父
亲和母亲忙家务，而她和弟弟则伏在一张破旧
的小桌上写作业。

六张嘴，三亩九分田，油菜水稻是这个家
当时唯一的经济来源。最让赵玉平难忘的是
上小学时父母东奔西走凑学费的场景。“你一
元，他两元，好不容易才凑齐了几十元学费。”

2016年前后，西乡县决定大力发展茶产
业，县政府为愿意种茶的村民免费提供茶树
苗。就这样，赵玉平家里也种上了茶树。一片
片翠绿的叶子，带来了商机，也带来了一家人
的幸福生活。

美丽茶园，绿水青山，更为全域旅游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漫步西乡，放眼望去，不管是云雾缭
绕的巴山之巅，还是连绵起伏的浅山丘陵，重
重叠叠的茶山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了西乡，周末或者节假日来这里旅游。”人们对
乡村之美的向往，除了有山有水、绿树常青的
优美环境，还得四季花开、有酒有诗，方能体验
田园之乐。而这些，西乡县正在一步步实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赵玉平说，
很多人认准了他们这里的农产品绿色纯天然，
隔三岔五找到她提出预订。还有每家每户都
种植的中药材，每到收成时，批发商早早来村
子里收货。砖混房、玻璃窗、LED灯、自来水、
太阳能……“家里的年收入从以前 500多元提
高到了现在3万多元。” 本报记者石喻涵

作为陕西创新驱动发展的总平台，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旨在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促
进科技、金融、产业、人才有机结合，加快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把我省科教资源优势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自3月30日正式启动
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以来，取得了哪些成
绩？9月14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显示：
聚焦建设立体联动“孵化器”、成果转化“加速
器”和两链融合“促进器”三大目标，各高校、院
所、企业和各市（区）积极参与，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协调对接群策群力建设秦创原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积极协调开展交流对接活动，共征集各地市
（区）155家单位2920项科研成果，65家单位共
梳理出人才、技术、政策等方面需求227项。

省国资委梳理省属企业技术需求 116
项，其中 85项初步匹配了“揭榜挂帅”团队，
25项已经开始联合攻关。西安交大深入289
家优质企业调研，梳理出 185项关键技术需
求，其中70余项已开展攻关。为安康、宝鸡、
汉中、商洛和延安重点企业提出 131项科技
需求，匹配校内专家团队 101人次。西咸新
区新增科技型企业 132家、科技成果转化企
业 62家，引入孵化器 8家、中介服务机构 45
家，新增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821家，200余
家高新技术企业具备认定条件。

省科技厅制定《秦创原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系列路演活动实施方案》。截至 7月 31
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举办项目路演活动
45场，面向社会推介了百余项优秀科技企业
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搭建创新平台促进产业发展

省科技厅启动了光子、高端机床、先进金
属材料、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半导体与集成电
路、北斗导航、氢能、种业等“两链”融合重点专
项。在先进稀有金属材料、半导体与集成电
路、光子产业、高档数控机床等领域组建了4个
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8个创新联合体。省科技
厅正全面打造创新驱动“驾驶舱”，实现创新发
展全貌感知、创新资源全息掌握、创新政策精
准支持、双创服务全面覆盖要求积极推进秦创
原创新驱动网上平台建设。

省国资委制定了《省属企业进驻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支持政策》，鼓励省属国有企
业发挥带头作用参与秦创原建设，筛选了14

户企业入驻秦创原。西北工业大学加快推
进陕西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的论证建设，
与翱翔小镇共同打造成果转化大平台。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信芯微-西电智能影像处理
联合实验室等4个校企联合实验室落地。西
安理工大学洽谈陕西省智慧建造研究院落
地西咸新区。

加强孵化载体建设优化创新生态

总窗口孵化器集聚态势基本形成，目前
已引入孵化器 6家、专业服务机构 38个，10
余家孵化载体正在洽谈入驻。省国资委从
省属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中出资 7500万
元，分别支持秦创原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和种
子基金建设。西安市总规模 40亿元的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西安）国中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已正式进入投资阶段。咸阳市启动成立
5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1亿元科技创新
种子基金，设立1.32亿元科技企业贷款风险
补偿专项。铜川市设立2亿元的高新科技成
果创业投资基金（首期到位资金 5000 万
元）。西咸新区设立硬科技基金、高校科技
种子创业投资基金等 7只基金，总规模达
16.6亿元，加快推进设立陕投秦创原科创母
基金；在 5个新城和能源金融贸易区设立先
导区，加快载体建设。

围绕企业急需引进高层次人才

研究出台了《秦创原引用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项目方案》，筹集财政资金1亿元，按照“人
才+项目”思路，采取“单位保障薪酬+项目配套
补贴”方式，每年引进200名左右海内外高层次
科技人才、科技经纪人及创新创业急需人才，给
予每人每年最高50万元经费补贴，连续支持三
年。组织各地市科技局、各高新区、重点引智单
位宣讲秦创原人才项目政策，征集50余家单位
280项人才需求信息。首批引进的5名海外高
层次人才已正式签约。第二批组织申报13项，
通过评审11项。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上半年，在全省各方努力下，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全省24个高新区新增注册企
业1.71万家，同比增长61.97%；出口总额965.13
亿元，同比增长27.07%；净利润685.14亿元，同比
增长22.75%；实际上缴税费总额738.04亿元，同
比增长18.09%。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8567
家，同比增加70.86%。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769
亿元，同比增长40%。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9月14日，记者从陕
西省教育厅获悉：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
神，落实陕西省委、省政府“双减”工作安排部
署视频会议要求，陕西省“双减”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相关举报电话为：陕西省教育厅：029-
88668870（校 内）；029-88668637（校 外 培
训机构）；西安市教育局 029-86786571；宝

鸡市教育局 0917- 2790307；咸阳市教育局
029-33328099；铜川市教育局 0919-3192316；
渭南市教育局 0913-2930839；延安市教育局
0911-7090917；榆林市教育局 0912-3525756；
汉中市教育局0916-2626676；安康市教育体育
局 0915- 3214969；商 洛 市 教 育 局 0914-
2312942；杨凌示范区教育局 029-87030606；
韩城市教育局0913-5229010；神木市教育和体
育局 0912-8332284；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
0912-8755510。

秦创原建设半年
“成绩单”来啦
各方积极参与取得阶段性成效

陕西省公布“双减”落实情况举报电话

汉中市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赵玉平：

西乡正在实现人们对乡村之美的向往

巨变·职工的记忆

赵玉平

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
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