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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美大 美 交通交通全国道路运输企业第二轮等级评定揭晓
我省八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组织的全国
道路运输企业等级第二轮评定结果揭晓，我省渭运集
团等八家企业上榜。

此次评定中，渭南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被评定为一级道路运输企业；陕西交运运输集团有
限司、宝鸡秦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市宝
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恒丰汽车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咸运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铜川市第一汽车客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七家单位被评定为二级道路运输企业。
此外，延安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被评定
为二级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和二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 （赵龙绪）

本报讯 5月16日，省交通运输
厅召开系统内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专班第一次专题会，传达学习全
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视
频会精神，就做好厅系统自建房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安排，
再部署。副厅长戴滨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戴滨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认真落实李
克强总理批示和全省自建房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精神，按
照5月 7日厅党组扩大会议要求，

立即行动起来，对厅系统自建房开
展拉网式、地毯式全面排查整治，
摸清底数，掌握实情，对自建房房
屋结构、设施、消防、经营、环境等
情况做到逐户、逐栋登记、评估。
要突出经营性自建房，聚焦排查、
鉴定、整治、验收四个关键环节，落
实“四清一责任”机制，实行分类整
治，销号管理，确保整治工作落实落
细落地。

戴滨华要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专班要按照“指导、督查、协
调”要求，找准定位，强化监管。要进

一步加强与省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的
沟通协调，了解掌握国省整治方案制
定情况和有关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
指导好厅直单位的整治工作。要区
分厅直系统和行业重点领域，分批分
组开展督导检查，通过督查检查推进
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做好档案资
料记录留存，强化问题导向，对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下属单位上报
的问题要妥善处置，严格落实请示报
告制度，按照厅党组的意见做好协调
配合工作，坚决防止推诿、不报等问
题发生。 （高 伟）

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
调研大件运输车辆现场核查工作

本报讯 5月16日，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党
委书记、总队长陈拴会带领执法二处负责人等，深入
西安绕城高速阿房宫收费站调研大件运输车辆现场
核查工作，听取企业承运人意见和建议。

总队强调，要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超限运输车
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和《陕西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
超限超载条例》，按照法定职责和规范程序办事，结合
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
高大件运输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质量、效率。要进一步
加强与高速交警、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协作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现场核
查、通行监管等工作，保障高速公路完好安全畅通。
要加强政策宣传，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高速路政执法
工作的知晓率，争取理解和支持。 （陆正轩）

本报讯（记者 安立广）5月18日，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总
指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主持召开
总指挥（全体）调度会议，总结一个月以
来全国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阶段成效，深
入分析研判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统筹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副省长蒿慧杰，省政府副秘书长贾
锋；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海鹏，副厅长
万振江、戴滨华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等在
陕西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4月18日全国保障物流
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立即行
动，强化统筹协调，强力推动落实，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总体形成，保通保畅的
政策举措持续完善，层层加码的管控问
题有效整改，物流运行的主要指标稳中
向好，重点区域的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城乡配送的服务供给逐步改善，纾困帮
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物流保通保畅
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但要清醒
认识到，当前部分地方关键制度的落地
落细、物流上下游的协同联动、重点枢
纽的服务保障、物流微循环的疏解疏
通、纾困政策的作用发挥、安全稳定的
风险防范还不到位，货运司乘人员、物
流经营者、重点保供企业以及广大人民
群众等社会各方面有更多新期待。要
高度重视、高度警醒、高度负责，加快推
动物流运行更顺畅更高效，让广大从业
人员更顺心更满意。

会议强调，当前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正在从建机制、定规则、强调度、抓督
导，总体进入固基础、细耕作、激活力、
扩长效的新阶段。要进一步增强“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统筹好
疫情防控和物流保通保畅工作。一要
紧盯问题反弹，严防关闭关停、层层加
码、擅自设置检查点、通行证异化弱化
等问题回潮，坚决有力确保交通运输网
络畅通高效。二要紧盯保供稳链，坚决
有力推动物流上下游产业、供需、要素
等高效协同。三要紧盯重点枢纽，全力
确保枢纽内部正常运转、外部高效集疏
运、关联方协同运作，坚决有力保障区
域经济平稳运行。四要紧盯民生需求，
着力做好加快涉疫地区物流配送网点
复工复产、非涉疫地区物流配送网点正
常运转、上海复商复市各项物流保障工
作，坚决有力提升物流微循环效率。五
要紧盯利益诉求，全面落实普惠性助企
纾困、物流专项支持政策，全面加强对
一线作业人员关心关爱，坚决有力纾解
物流经营者压力负担。六要紧盯提质
增效，充分发挥骨干物流企业、平台型
企业、中小微和个体经营者作用，坚决
有力激发不同市场主体活力。七要紧
盯关键环节，从严从紧抓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和闭环管理工作，坚决有力防
范疫情通过物流传播。八要紧盯风险
隐患，坚决有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

省公路局调研西乡枣园村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本报讯 5月17日，省公路局组织局机关农村公

路处支部等5个党支部，赴局帮扶定点村西乡县城北
办枣园村，调研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并对枣园村5个困
难家庭开展一对一帮扶。

省公路局强调，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要坚持科学规
划、统筹推进，发挥优势、培育特色，强化协同、形成合
力，明确定位、强化帮扶，局驻村工作队要结合枣园村
发展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帮扶思路，局党委将就帮
扶枣园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调研，结合单位
职能研究制定帮扶目标和举措，积极争取帮扶项目落
地，支持枣园村持续发挥示范村的引领作用。省公路
局对枣园村的道路交通、产业发展、自然资源等进行
了实地调研。 （祁阿辉）

本报讯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关于
2022年第一季度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时
限准时率测试结果的通告。据了解，调查对
象为2021年国内快递业务量排名居前且体
现主要市场份额的9家全网型快递服务品
牌。调查范围覆盖全部31个省（区、市），共
50个重点城市。

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用户快递
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为80.0分，同比上升
1.2 分。在快递企业公众满意度方面，得
分在 80分以上（含 80分）的企业为顺丰

速运、京东物流、邮政EMS，得分在 76-
80分之间（含76分）的企业为中通快递、
韵达速递、圆通速递、申通快递，得分在
74-76分之间（含74分）的企业为德邦快
递、极兔快递。在区域公众满意度得分方
面，陕西、宁夏、北京、辽宁、四川、山东得
分在80分以上。

测试发现，受疫情影响，2022年第一季
度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64.57小时，同比延
长2.78小时。72小时准时率为69.37%，同
比降低2.83个百分点。 （安 闻）

本报讯（记者 安立广）5月18日，省
交通运输厅与陕西交控集团举行座谈会，
就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
进行了交流座谈。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海
鹏，陕西交控集团董事长张文琪出席会议
并讲话。

王海鹏对陕西交控集团组建以来各项
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在疫情防控、
物流保通保畅中的担当作为表示感谢。他
指出，省交通运输厅将全力支持交控集团

改革发展，全力支持交控集团做大做强，希
望交控集团做国企改革的“先锋”、稳定增
长的标兵、服务全局的表率，担当作为、积
极进取，把交控集团打造成为交通强省的

“省队”，真正担负起国有企业的责任和市
场主体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使交控集团
和省厅成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典范。
王海鹏表示，省厅将坚持规划引领、标准引
领、依法行政、做好服务。希望交控集团抓
好项目前期工作，更加担当作为，把工作谋

深谋细谋实；加快建设，倒排工期，落实责
任，做好当下，进一步往前赶，有困难省厅
全力支持。

张文琪感谢省交通运输厅对集团成立
以来给予的指导和支持。交控集团组建以
来，逐渐发展壮大，在项目建设、资源调配、
社会责任上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这与
省交通运输厅给予的支持密不可分。作为
行业主管部门，省交通运输厅始终与交控
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联系，双方共同践

行交通强国战略，推动全省交通运输行业
发展，发挥了交通先行的重要作用。集团
将在省交通运输厅的支持帮助下，主动作
为，积极做好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当好交通
强省建设的排头兵。

从座谈会上获悉，今年陕西交控集团
负责在建公路项目7个，项目总投资594.64
亿元。“十四五”期间交控集团计划实施高速
公路项目25个，计划新开工建设高速公路
1324公里，新增通车里程580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党延兵、总工程
师伍石生、总规划师姬建锋、安全总监李
涛；陕西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黄会奇，副董
事长郭利平，副总经理马小伟、米峻及双方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安立广）5月18日，咸
阳市委书记夏晓中、市长冷劲松一行来省
交通运输厅座谈，省市携手，合力共推西咸
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王海鹏主持座谈会。据悉，5月16日，
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
议强调，不断加快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

要坚持同城化发展，强化规划协同、政策引
领，一体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座谈就
是对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

座谈会听取了咸阳市综合交通运输工
作和西咸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介绍。会议指出，西咸一体化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具有先行先导作用，省交通运

输厅全力支持西咸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西安咸阳互联互通省市联动，形成
高位推动，现有规划往深往实做，实现项目
落地常态化，使咸阳与西咸新区、西安交
通网络迅速打通，使主干线与市政路网顺
畅联通，为西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交
通力量。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咸阳市计划
实施 8 大类项目、投资 795 亿元。今年
将全力实施 312 国道乾县过境段等 12
条国省干线、442 公里农村公路和 6 个
运输站场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西兴高
速、福银高速西永段、延西高速西铜段、
西安大环高速乾武周段、甘肃灵华高速
长武段 5条高速前期工作，力争今明两年
全面开工。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万振江、厅一级
巡视员张红书，省公路局局长杨文奇，省交
通运输厅总工程师伍石生、总规划师姬建
锋、安全总监李涛，咸阳市领导罗军、韩宏
琪、王春宵、邢步宜等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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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与陕西交控集团座谈

省交通运输厅与咸阳市座谈
共推西咸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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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召开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第一次专题会

国家邮政局发布一季度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时限准时率测试结果

本报讯 5月19日，省交通运输厅厅
长王海鹏主持召开2022年第三次厅务会，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陕西省交通运输“十四
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2022年我省扩大
交通运输有效投资措施》。

在审议《陕西省交通运输“十四五”科
技创新发展规划》时，会议强调，一是要高
度重视，各单位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规划
编制、实施的重要意义，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创新，完善交通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行业发展新动力，不
断提升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为谱

写陕西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新
动能。二是要扎实推进，厅科技处要加强
与省科技厅的沟通、联系与合作，形成合
力；要加强上下联动，充分调动全行业的积
极性，促进规划落地落实，树立“大交通”发
展格局，坚持全省交通运输“一张图”，引导
推动全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细化分解
目标任务，明确、夯实工作责任，完善措施
及考核方法，加强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效
果评估、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成果起效管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做好宣贯工作，为规划的实施营造良好氛
围。三是要务求实效，厅科技处要围绕交

通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智慧交
通、交通安全、绿色交通、决策支持等七个
领域，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坚持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切实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取
得实效，以科技创新支撑交通运输发展动
能转化，推动全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在审议《2022年我省扩大交通运输有
效投资措施》时，会议指出，全省交通系统
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安排部署，锚定全省
高质量项目建设推进年和全年交通建设目
标任务，充分发挥交通运输行业促投资稳

增长的重要作用，推动我省交通建设高质
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聚焦扩大有效投资
稳增长主题，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原则与明
确、重点与普遍、措施与现有规定的关系，
抢抓机遇、统筹兼顾，做好深度调研，充分
调动各方积极性，进一步优化相关措施，积
极推进全省交通项目建设，同时要积极储
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切实扩大交通运输有
效投资。

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厅领导、厅总师、厅机关各处室负责人

和厅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崔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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