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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起点规划夯实国家中心城市“首善区”发展基础
西安市未央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纪实

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城市
更新，激发城市潜能，提高城市竞
争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
要抓手。在西安市未央区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工作中，未央区政府
紧盯区域战略发展要求，聚焦“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
理”三大主攻方向，主动谋划，抢
抓机遇、深挖潜力，充分发挥大西
安版图的核心区优势，立足新发
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依托规划构建“五大片
区”城市更新,更好地满足民生发
展需要，全力打造西安国家中心
城市“首善区”。

王小育区长检查城市更新项目

市局、分局领导在研究国空工作

群策群力谋发展
创新规范“制蓝图”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千金
重”的西安市未央区国土空间规划蓝
图分量一点不轻，承载着社会各界的
殷切期盼和历史重托，更是实现未央
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好成绩的基础。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央分局坚
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
相结合，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围绕发展
编规划，将“补历史短板，谋未来发展”，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逻辑起点，
紧扣未央在大西安“北跨、南控、西进、
东拓、中优”战略核心位置、跨渭河发展
重要战略支点的定位，依托“五大片区”
城市更新，整体优化空间布局。

在编制工作中，西安市未央区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亲自研究、
亲自督办，并成立规划编制专班，实事

求是做调研、务求实效推进度。技术
团队白天调研搜集资料，晚上整理梳
理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并研究破解规
划编制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全面统筹
发展和安全问题，在空间受限、大遗址
保护等条件下，盘活稀缺土地资源，做
大做强产业发展，更好地保障民生福
祉；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央分
局以“事不过夜”的工作作风，主要领
导亲自带队，邀请建筑、生态、交通、城
市设计、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相关专
家进行“把脉会诊”，并在分局内部成
立专班，建立“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分
管领导具体负责”的编制工作保障和
推进机制；不定期召集相关业务科室，
从政策、法规、行政等方面对规划编制
进行精准把控，充分发挥团队作战能
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强
大合力，加速推进国空规划编制工作
如期高质量完成。

优化布局下苦功
提质增效有保障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用地
布局方案编制中，未央区不断加强街
区更新、城市公共空间提升、旧区改造，
积极盘活城市低效用地，坚持节约集
约谋发展。在现行总体规划（即《西安
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2017
年修订））的基础上，对接现状地籍及三
调用地、已审批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城
市更新等内容，采取“五步走、层层递
进”的原则，优先落实已审批项目，保证
规划与管理的一致性；优先保障重点
项目用地，确保“十四五”项目落地；优
先补齐城市短板，增加教育、文化、体
育、养老等“5+1”专项公服设施供给，
提升整体宜居品质，改善城市人居环
境，从而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合理落定
现状与规划的差异性用地，结合片区

更新导向，优化局部用地布局。

“未央智慧”再绽放
五大片区齐亮剑

2019年8月，全区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在未央
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
市级部门的工作指引下，经过2年多
时间的不懈努力和细致打磨，西安市
未央区国土规划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着眼于未来发展的“五大片区”战略规
划，也将成为“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
首善区”的新引擎。

西安市未央区“五大片区”开发
建设的目的，是不断提高城市能级，增
强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在徐家
湾片区，发展面向智慧城市的数字经
济园区，打造“智慧之芯”，构建西安数
字港，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研
发制造基地，引进上、下游优势配套企
业集聚未央，做大做强融合产业园。

在未央湖片区，建设服务渭北工
业带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总部基地，打
造“科创之芯”，积极推进“渭河时代”，
构建“产学研创”生态圈，按照“南有曲
江池，北有未央湖”定位，建设一批高
品质居住建筑，
服务配套渭北
产业带，实现

“工作在渭北、
生活在未央”，
争当西安“北
跨”发展的“桥
头堡”，构建“一
带一路”商品交
易中心、智慧化
建材家居产业

全国平台。
在未央路片区，加快龙首、大明

宫等商圈功能优化，大力发展首店经
济，打造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特色
商业街区，并积极推动楼宇经济深度
发展，打造“商业之芯”，形成国内新材
料领域重要的产业集群。

在汉长安城片区，形成文创活力
带、特色旅游带，打造“文化之芯”。建
成开放未央宫遗址公园，充分展示遗
产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魅力，叫响“丝绸
之路的起点”，着力建设群众喜闻乐见
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塑造西安城市

“绿肺”，打造市民假日休闲理想地，建
设城市中央公园。

在六村堡片区，打造建筑类企业
总部园区，做大做强基建产业。构建

“产城融合”示范带，打造“基建之芯”，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同步布局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打造宜居宜业的建筑类
企业总部经济园区。

蓝图催人奋进，逐梦惟有笃行。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央分局
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未央区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

李鹏 本报记者杨娜

20222022考试季考试季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6月22
日，记者从西安市教育局获悉：为
加强民办学校管理，规范民办学
校办学行为，促进民办学校依法
办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和西安市教育局办公
室关于做好西安市2021年民办学
校年检工作的通知，西安市教育
局对市属民办学校进行了2021年
度检查，6月 21日向社
会通报了年检结果。

年检的市属民办高
等非学历教育机构中，

合格 7所，基本合格 1所，西安建
设科技专修学院年检不合格。年
检的民办职业中学中，合格的有
25所，基本合格 5所。年检的民
办普通中学中，合格51所，基本合
格 4所，西安和平中学、蓝田县育
才学校 2所学校年检不合格。具
体的年检名单可登录西安市教育
局网站或关注秦闻APP查询。

西安和平中学蓝田县育才学校
2所民办中学年检不合格

2022年陕西省高考评卷正在严
谨有序地进行着，预计6月24日12时
公布高考成绩。今年我省超过26万
名考生参加高考，评阅试卷总数超过
百万份。高考阅卷是怎么进行的？
考生的高考成绩又是如何诞生的？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就此进行解读。

高考全国统考结束后，全省 11
个地区会将考生们的试卷答题卡送
交到省高考评卷工作办公室。评卷
工作办公室会使用专用的图像扫描
设备快速扫描答题卡。其中选择题
部分计算机自动对比标准答案给
分。非选择题部分按题切割成一张
张图片存入服务器。

选择题评分由计算机评卷系统

直接判定给分。为确保对考生答题
涂点信息的准确识别，系统采用不
同方式对涂点信息进行识别比对，
识别比对一致的，再按照评分标准
确定是否给分。

非选择题多评模式评分。网上
评卷采取一题多评模式，每个评卷员
按照研究确定的评分原则、标准及要
求，对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考生答题
图像进行评判，独立评卷给分。在此
过程中，计算机评卷系统将考生答题
图像随机发送评卷员，对每个考生每
个答题的多次（最少两次）评阅，评卷
系统自动交由不同的评卷员承担。
每个评卷员既不知道屏幕上显示的
答题是第一次评阅给分还是第二次、

第三次评阅给分，也不知道别的评卷
员对此答题究竟给了多少分。

不同的两个评卷员分别输入该
答题得分后，计算机系统自动比较两
个人所给分数，若两人给出的分数差
值没有超过该题事先确定的允许误差
值（通过试评为每个试题答卷都确定
有允许误差参数），则取此2人给分的
平均值作为考生这一题的最终得分。

若两人给分的差值超过了允许
误差值，则计算机系统自动将该答题
交由第三位评卷员再次评阅，然后再
将第三位评卷员的给分与前两位评
卷员的给分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可能
出现的四种结果及其处理办法如下：
即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值其中一个

差值没有超过允许误差值，就产生此
差值的一对分数的平均值为该题最
终得分；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值不相
等且均没有超过允许误差值，就取产
生较小差值的一对分数的平均值为
该题最终得分；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
值相等且没有超过允许误差值，就取
较大一对分数的平均值为该题最终
得分；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值均超过
了允许误差值，系统则将该答题发送
给评卷中心组的专家，由专家按规定
程序进行评阅。

分数合成由不同人员、使用不同
的程序分别进行处理，相互验证。非
选择题先将各小题成绩合成大题成
绩，再将每大题成绩合成为整个非选

择题成绩，最后将非选择题成绩和选
择题成绩合成为科目成绩。

科目成绩合成后，要通过同一
考生不同科目成绩的对比、同一科
目选择题成绩和非选择题成绩的对
比，对考生成绩进行校验。对于选
择题与非选择题成绩比例异常、单
科成绩偏低或为零分等情况，都要
逐一复核，确保考生成绩准确无误。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每年都会
派出各个学科的评卷联络员进驻评
卷场，配合评卷老师把好质量关。
同时各个学科评卷工作站下设的省
考务管理组和信息技术组也会及时
校验评卷数据的完整、有效和准确
性。 本报记者张彦刚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陕西省
招生办、陕西省军区战备建设局6月
21日就2022年军队院校在陕招收普
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发出通知，明确军
队院校志愿填报在“提前批次文史
类、理工类本科A段”栏内，设置1个
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 3个专业志
愿。高考成绩达到本科一批最低控
制分数线以上且政治考核合格的考
生，必须于6月24日12时至6月27日
12时，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填报志愿。

据悉，我省今年军校招生政策
要求，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除必须
已报名参加 2022年陕西省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外，还须志愿献身国防
事业，服从组织分配。高中阶段体
质测试成绩及格以上，普通高中应
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身体健康，
未婚。根据国家兵役制度规定，年龄
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

政治考核由省军区战备建设局
统一组织，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协调兵役机关、公安机关和教
育部门共同具体组织实施。

网上填报志愿结束后，省招办
根据考生志愿，按照各军队院校在陕
招生计划数的3倍，区分院校、科类、
性别，按照成绩由高至低的顺序，于
6月27日向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提供

参加面试和体检的考生名单；报考人
数不足3倍时，对应批次线上报考该
院校的考生均可参加面试和体检。
参加面试和体检人员名单将于 6月
28日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和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公示。

军队院校招生安排在提前批次
A段，实行远程网上录取。根据军校
招生体检有15种单项体格检查结论
和“不合格”结论的实际，省招办在投
档时除考虑考生志愿、总分、性别合
格外，还将考生单项体检合格结论纳
入投档过滤条件之中。烈士子女、因
公牺牲军人的子女、现役军人子女，
在投档比例范围内优先录取。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一题多评”确保高考阅卷公平公正

军队院校招生安排在提前批次A段实行远程网上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