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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省营商环境呈现
“升 高 亮 多”
四大特点
阳光讯 （实习记者 张涵）6 月 30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 新闻 办公室
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 相关 部门
负 责 人 介 绍 2021 年 陕 西 省 营 商 环
境 评 价 情 况 。据 悉，此 次 评 价 对 象
为 10 个 设 区 市 及 杨 凌 示 范 区 、韩
城 市 。评 价 结 果 显 示，2021 年我 省
营 商 环 境 呈 现“ 升 、高 、亮 、多 ”四
大特点。
“升”即营商便利度稳步提升。
2021年我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便利度为85.92分，
较2020年提升
了3.03分。
“高”即营商环境满意度处于较
高水平。2021年全省营商环境满意度
为88.82%，超过90%的调查对象认为

我省营商环境较上年有所改善，
75%
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很大改善。调查对
象对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满意度高，对融资环境、人才环境满
意度还有更高期盼。
“亮”即一批亮点工作得到国家
和省上认可。评价结果显示，
我省优
化营商环境亮点工作94项，其中，
20
项被国家及部委通报表彰；
29项被省
委省政府及部门通报表彰；
26项获省
委省政府领导专门批示表扬；
6项在
国家、省上交流宣讲；
13项在全省复
制推广借鉴。
“多”即各市创新性做法多点开
花。如西安市推行企业开办“五办模
式”
，
建设“西安政策通”平台；
咸阳市

组建留抵退税专业团队“点对点”
“面
对面”辅导企业；杨凌示范区创新推
进涉农金融改革；韩城市设立智慧办
税微厅等等。
去年以来，
我省深入实施优化营
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规范开展营商
环境评价，加强典型经验复制推广，
构建联系民营企业的机制平台，
有力
提升了企业群众办事便利程度，
增强
了市场主体活力。
在下一步工作中，
陕西省发展改
革委将贯彻落实省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
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完善
评价体系、用好评价结果、加大宣传
力度，
做到以评促改、
以评促优，
推动
我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党务工作者专题培训活动在照金举办
工作新任务、
新要求的履职能力，
提升 议旧址，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队伍能力素养和业务水平，
希望大家珍 革命旧址守护者杜天祥，
通过通俗易
惜学习机会，
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 懂的顺口溜、
快板，
绘声绘色地为参加
动我们出版主业工作的强大动力。”
培训的党务工作者讲述了陈家坡会议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邀请了陕西 的历史。全体参训人员参观了陈家坡
省委党校教授闫朦授课。闫朦教授围 会议旧址和纪念馆、陕甘宁革命根据
培训现场 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 地照金纪念馆等，了解了照金陕甘宁
和《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内容进行了 根据地的创立、
发展过程，
通过聆听生
重温入党誓词，
感悟照金精神、
阳光讯（记者 梁萌 文/图）为进一 详细解读，也对日常疑难问题进行了 动党课、
步发挥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主体作用， 深入剖析，并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具体 赓续红色血脉。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
提高党务工作者的思想认识、
党性修养和 案例，深入浅出地向每位参训人员体
系化阐述了党务工作的相关规范和具
训，
既厘清了工作步骤，
又解决了实
业务能力，
陕西人民出版
6月29日至30日，
陕西人民出版社党务工 际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回到各自
社举办了2022年党务工作者专题培训活 体要求。随后，
要把培训期间的所学所
动。
社党委书记、
社长赵小峰，
党委委员、 作者就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疑点进 工作岗位后，
闫朦教授现场答疑解惑，
并与 获，积极转化为工作动力，弘扬光荣
副总编辑李晓锋，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行提问，
参训人员交流互动。当晚，
与会人员还
传统，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在新时代
崔海龙，
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刘景巍，
追赶超越和高质量发展征程中书写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强、刘龙等社 观看了红色影片《阿良的长征》。
与会人员来到陈家坡会 精彩篇章。
6月30日，
班子成员、
机关党委委员、
各支部书记
及支部委员等3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开班仪式于6月29
日在照金干部培训学院举行，陕西人
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小峰在开
班仪式上说：
“出版人作为宣传文化阵
地的主力军，在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陕西人民出版社党委坚决扛起政
治责任，全社党员干部坚守在疫情防
控最前线，
以担当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涌现了很多逆行而上的先锋模范，
体
现了我们出版人的时代风采。参加本
次培训的学员是党建工作的骨干力
量，
举办这一期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目
参加培训人员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前留念
的是进一步提高落实新时期基层党建

阳光官微

阳光微报纸

7月2至3日全省有一次降雨过程
陕北及陕南有分散性暴雨
阳光讯（记者 王怡纯）陕西省气象台发布
重大气象专报称，
受高空槽东移影响，
7月2日至
3日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强降水主要在2
日白天至夜间，
预计陕北有中到大雨，
局地有分
散性暴雨，
关中大部以小雨或阵雨为主，
秦岭山
区、
陕南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过程累计降水
量陕北10毫米耀40毫米，局地可达35毫米耀70毫
米，
关中0毫米耀10毫米，
陕南10毫米耀35毫米，
局
地可达40毫米耀60毫米。
此次过程以混合性降水为主，降水期间伴
有雷暴，
陕北局地、
秦岭山区局地及陕南东部局
地有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耀40毫米，
并伴有6级以上大风。
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降水过程有利于改善
旱情，
暂时缓解高温天气，
过程降水性质以混合
性降水为主，
雷暴影响范围广，
陕北局地、
秦岭
山区及陕南东部局地有暴雨。

国铁西安局2022年暑运7月1日启动
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阳光讯（记者 佟怡）自7月1日起，
2022年全
国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为方便
旅客暑期出行，西安局集团公司在开满图定旅
客列车的基础上，根据客流需要适时启动高峰
线旅客列车80对，
在强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推出
定制列车服务，
满足个性化出行需求，
为广大旅
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出行选择。
2022年铁路暑期运输时间自7月1日起至8
月31日止，
共计62天，
客流主要以学生返家返校
流、
旅游观光、
度假休闲流为主。暑运期间，
西安
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其中直
通旅客发送600万人次，
占比40%，
管内旅客发送
占比60%。
日均发送旅客24.2万人次，
900万人次，
客流高峰日将超过30万人次。
为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西安局集团公
司将实施满图运行，
并根据客流变化情况，
适时
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80对，
其中，
跨省普速旅客
列车1对、
跨省动车组列车12对，
省内旅客列车
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67对，
进入暑运，
针对新疆方向旅游流升温，
为了
方便旅客前往兰州、新疆方向旅游，自7月1日
起，西安局集团公司安排开行西安—乌鲁木齐
K4917/8次旅客列车。同时为满足高铁旅客出行
需求，
将加开西安去往成都、峨眉山、
太原、
银
川、中卫等热门旅游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旅客
列车12对。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期间请
做好个人防护，
听从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
自觉
遵守进出站和乘车秩序。如需了解具体列车时
刻及停靠站情况，
请登录中国铁路12306官方网
站、
或关注各大火车站公告，
掌握列车
APP查询，
运行情况，
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