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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斌）“完成全省
综合交通投资 800亿元，较 2022年
目标任务增长 24%，高速公路力争
新开工200公里，建设规模达到900
公里，高速铁路力争新开工 300公
里，建设规模达到 1000公里。”1月
10日，陕西省交通厅召开2023年陕
西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公布陕西
省全年交通运输主要预期目标。

2023年，陕西将完善高速公路
网，加快推进鄠周眉、蒲城至涝峪改
扩建、曲江至太乙宫改扩建、马家堡
至泾阳、西安至兴平改扩建等续建
项目，开工建设西安至永寿改扩建
等项目，抓紧开展西安都市圈环线
东段、西段前期工作。加快G210西
安过境等国道项目建设。

2023年，陕西省国省干线公路
改建规模 1400公里以上，力争建成
通车超过 200公里；完善提升农村
公路9500公里，新增通硬化路30户
以上自然村 2500个，新增通三级公
路乡镇14个，改造危桥100座，实施

村道安防 33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
优等路率达到95%以上，普通国道、
普通省道优良路率分别达到 85%、
75%以上，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
达到80%。

引导西安、咸阳等试点发展城
际公交，开通连接高铁、航空枢纽的
公交专线、夜间班次和定制班车。
加快西安地铁 8号线、1号线三期、
16号线 1期等线路建设，支持西安
地铁网络跨市建设运营。

加快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
建工程建设，加快中欧班列西安集
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2023年，陕
西力争全省新增铁路货运量 1000
万吨，加快西安东站等综合客运枢
纽建设，加快西延、西康、西十高铁
项目建设。推进“高铁无轨站”“城
市候机楼”建设，试点“行李直挂”

“徒手旅行”等服务。
加快实施眉县至太白等 15个

续建项目，开工大柳塔至锦界、桐
木至旬阳等项目，建成通车京昆

线蒲城至涝峪改扩建、丹凤竹林
关至山阳高坝项目。协调推进旬
阳、蜀河、白河等水电枢纽通航设
施建设。加快建设十天高速白河
东互通立交，加快建设 G310眉县
青化至渭滨高家镇公路等项目，
开工 S550 府谷机场连接线等项
目。加快推动和实施岚皋至陕渝
界、长武至灵台、吴起至华池、洛
南至卢氏等具有省界通道功能的
高速公路项目。

推进实施安康至重庆项目，开
工建设延安经榆林至鄂尔多斯项
目。推进榆林机场二期北指廊工
程，开工建设府谷等支线机场。有
序推进城乡公交线路重点镇村延
伸，防止通村客运“通返不通”。持
续提升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应用范
围，加大ETC拓展应用力度。巩固
提升“快递进村”工作成效，全面推
动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
设，因地制宜建设乡镇运输服务站、
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点。

本报讯（通讯员 季晓宇 记者
李佳）1月10日，西安警方发布出入
境相关业务最新提示，就市民咨询
频率较高的多项出入境相关业务给
出专业回应，提升知晓率，让市民更
方便。

为促进中外人员交流交往，国
家移民管理局自 2023年 1月 8日起
优化移民管理政策措施，出入境证
件办理方面包括哪些措施？

（1）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
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
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
签注；

（2）恢复受理审批外国人申请
普通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停留证
件签发、换发、补发，居留证件签发、
延期、换发、补发；

（3）根据香港、澳门疫情形势和

各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恢复内
地居民赴香港、澳门旅游。

自2023年1月8日起，国家移民
管理局推出多项移民管理政策措施，
出入境窗口是如何应对办证高峰的？

面对办证量剧增的情况，出入
境大厅推出了网上预约、智能排队、
短信提示、简化流程、增加受理窗口、
增强警力配置、合理分流引导、容缺
受理、延时服务等措施，最大限度保
障广大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

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春节
前属于办证高峰期，希望大家能够
合理安排时间，提前预约、错峰办
证、文明出行。

西安市哪里可以办理护照？出
入境证件属于全国通办，申请人可
以选择就近任意一个出入境大厅办
理。目前西安市共有 19个出入境

窗口可以办理，申请人可通过关注
“西安出入境”微信公众号获取办理
地址。

办理护照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年满 16周岁的申请人只需提

交居民身份证；未满 16周岁的，由
其监护人陪同，提交居民身份证（或
者户口簿）、监护证明（如出生证明、
户口簿等），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
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办理护照不需要自带照片，出
入境大厅现场免费为申请人拍摄出
入境证件照。

受理完 6个工作日后可以领取
证件，可以自取也可以邮寄送达。
护照须由申请人本人（未满 16周岁
的由监护人陪同）到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机构办理，并按规定采集人
像和指纹信息，不能委托代办。

西安警方发布出入境相关业务最新提示

本报宝鸡讯（梁会平 记者 左婷）
“这次政府给我们牵线搭桥，真正
给我们帮了大忙，这不，公司的
4653件烤核桃即将运送到江苏省
铜山区。”1月 9日上午，正在公司
门口装车的陕西汇智农产品公司
负责人晁利平满怀喜悦，这也是春
节前的最大订单。据悉，春节前，
陇县共有价值 300万元的核桃、蜂
蜜、菜籽油、挂面等 12种陇县特色
农产品“远嫁”铜山区，这也是新年
伊始铜山区和陇县两地深化苏陕
协作、促进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的又一重要举措。

铜山区对口帮扶陇县以来，从
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
支持陇县发展，先后资助陇县建起
了苏陕工业园、香菇产业园等，为
陇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同
时，陇县政府多次在江苏及徐州、

铜山等地举办农特产品推介、招商
引资推介会，农特产品以质优价廉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喜爱。铜山区
也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推介陇
县农特产品，帮助陇县进一步拓宽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了以陇县
羊奶粉、苹果、香菇、核桃、蜂蜜等

“陇县五宝”为主要农特产品销售，
去年仅铜山区就消费陇县农特产
品上千万元。

陇县是苹果、核桃、蜂蜜、香
菇、羊乳等名优特色农特产品的适
生优生区。近年来，陇县坚持走生
态路、打特色牌，聚焦乡村振兴、聚
力产业兴旺、聚智品牌兴农，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羊乳、核桃、苹果、
蜂蜜、辣椒等农特产品因品质上
乘、色艳味美等走俏市场，成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骨干产业。

针对疫情影响，陇县农特产品

销售不畅的实际，两地政府及时加
强沟通联系，铜山区积极宣传推介
陇县农特产品，鼓励和动员干部群
众和企业开展消费帮扶活动，加大
对陇县农特产品采购力度。陇县按
照品质上乘、价格最低、优中选优的
原则，积极组织农特产品，确保将最
健康、最绿色、最优质的农特产品从
陇县送到江苏及铜山地区，确保让
当地干部群众购买安心、吃得放心。

据铜山区在陇县挂职、负责苏
陕协作的副县长梁世龙介绍，县上
把羊乳、核桃、苹果、蜂蜜、辣椒等
12种农特产品搭配成A、B、C三种
套餐，让徐州市及铜山区干部群众
选购形成订单，由陇县组织相关企
业进行配送。春节前共有徐州市
及铜山区 23个单位干部和当地部
分群众选购陇县农特产品 120多
吨，价值300万元。

陇县300万元农特产品“远嫁”江苏

本报渭南讯（记者 张军建）
1月 10日，由陕西省商务厅、渭南
市政府主办，渭南市商务局承办
的中国（渭南）—“一带一路”经贸
合作线上推介洽谈会成功举办，
来自12个国家政府、商协会、企业
的代表共计4000余人次通过线上
线下形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畅通双循环，共
享新机遇”为主题，邀请来自俄罗
斯、日本、白俄罗斯、墨西哥、乌兹
别克斯坦、格鲁吉亚、越南、吉尔
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尼泊尔、巴
基斯坦等国家的省州、城市政府
领导、驻华使节、国际商协会负责
人、企业家代表齐聚“云端”，通过
嘉宾致辞、主题发言、重点推介、
签约仪式、分组洽谈等环节，共享
渭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发展成就和合作机遇。

在重点产业推介环节，俄罗
斯国家杜马第六届、第七届议会
议员，俄罗斯农场和农业合作社
协会理事会主席, 俄罗斯特维尔
州农场主联盟主席斯韦特兰娜·
马克西莫娃，日本中部日中经济

交流会会长大矢裕慈，中国墨西
哥商会上海区域主席晨露分别
就渭南市与本国重点产业合作
进行了推介。渭南市白水县、渭
南高新区、蒲城高新区、富平县
分别围绕白水苹果产业，高新区
装备制造业，蒲城化工、新材料产
业，富平名优新特农产品等进行
了专题推介。

经过前期精准有效的撮合对
接，在中外嘉宾的见证下，国内外
有关政府、商协会、产业基地、企
业间相互达成了 13个合作意向。
其中，渭南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
干纳州库瓦区签署了友好经贸合
作关系备忘录，渭南市商务局与
陕西华和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了外经贸咨询战略合作协
议，富平柿子、富平奶山羊、白水
苹果、潼关有色金属、韩城经开
区、韩城花椒等6个产业基地分别
与外方有关商协会签订了合作备
忘录，陕西北人印机、拓日新能
源、博淇贸易、润泉农业、渭河煤
化工等 5户企业分别与外方公司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刘正波
记者 吴琛）为抢抓岁末年初消费
旺季有利时机，挖掘消费潜力，激
发消费活力，加快推进全市消费
持续恢复升级，安康市于 1月 7日
至 2月 7日开展“乐享安康年·嗨
GO全体验”2023年春节促消费系
列活动，整体活动历时 32天，将
通过线上+线下联合打造一体化
消费盛宴，掀起岁末年初消费新
高潮。

线上系列活动有4项：2023年
“云享安康·兔年大集”网上年货
节活动、“乐享安康年·嗨GO全体
验”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云享
安康·活力电商”安康首届电商短
视频直播大赛、2023年货“gou”安
康消费帮扶公益助农行动。线下
系列活动有 5项：2023年“乐享安
康年·嗨GO全体验”春节促消费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乐享安康
年·嗨GO全体验”2023年新春年
货节暨地方特色产品展销活动、

“幸福安康·石泉食美”安康市首

届“安康蒸菜”大赛、“新年畅享·
精选优惠”县（市、区）新春年货节
活动、“迎春送福·祈福安康”元宵
节汉服游园灯谜促消费活动。

为助力把因受疫情影响被压
制、被延迟、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
来，提振消费信心，安康市将分两
期（第一期：1月 14日-16日，第二
期 2月 3日-5日）面向在安康全
体人员发放 1800万元消费券（其
中，市本级发放 1500万元，高新
区发放 300万元），在安康行政区
域内注册登记、符合活动条件和
支付资质的住宿、餐饮、景区、商
超、零售企业可申请参与活动。

据了解，安康市在春节期间
举办此次系列促销费活动，是有
效应对疫情影响、综合施策释放
消费潜力的强有力措施，助力稳
定经济基本盘和保障改善民生，
促进消费恢复发展、提质扩容的
重要举措，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有
力支撑。

安康春节促消费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陕西省全年交通运输主要预期目标公布

将新开工高速路200公里高铁300公里

新 春 走基层

渭南举办“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线上推介洽谈会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实习生
白懿心）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
交易，都是基于市场机制来实现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
工具和实现污染物自主减排的有
效手段。记者从 1月 10日省生态
环境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以来，我省 63家发电企业积极有
序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顺利完
成第一个履约周期履约工作，年
度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72亿
吨。2022年，全省共完成四项主
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 275笔，较
2021年增加 126笔，较 2021年增
加交易额1892万元。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联
合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起草《支持
开展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的意

见》，鼓励企业按照绿色发展理
念，优先将通过碳排放权抵质押
贷款获得的资金，用于企业节
能、低碳、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
等技术提升改造；鼓励银行业金
融机构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创
新绿色金融服务，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

与此同时，全力建设气候投
融资项目库、气候友好型企业库、
碳信息数据库、气候投融资智
库。指导全省唯一的国家气候投
融资试点地区——西咸新区依托
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打造
一批低碳项目、创新一批特色气
候投融资金融产品和模式、聚集
一批气候友好型银行和金融机
构，实现气候投融资“快增长”、碳
排放强度“稳下降”。

陕西企业年度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1.72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