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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示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2 日期间我

局在项目现场、局网站和宝鸡日报公

示了《如意茵香科技智慧生态康养社

区规划局部调整》的意见，在公示期间

我局没有收到反馈意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

条、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

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现将规划听证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规划方案主要调整内容：由

宝鸡宏昇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如

意茵香科技智慧生态康养社区项目位

于渭滨区茵香河以西。2021 年 5 月我

局审批了总平面图。此次方案调整主

要有以下内容：一、在施工图设计中发

现总平面图中 2、5、12、15、16 号

住宅楼所在区域为地质软弱层，为保

证结构安全，建设单位申请将 2、5 号

住宅楼进行局部户型调整:2 号楼面

宽由 39.2 米调整到 31.8 米，减少 7.4

米；5 号住宅楼面宽由 70.8 米调整到

78.2 米，增加 7.4 米。二、将 12、15、

16 号住宅楼位置予以调整：( 具体调

整内容详见我局网站“重点领域信息

公开”栏和项目现场）。调整后容积率、

建筑密度、楼间距及日照等规划指标

与原审批总平面图一致，满足相关规

范及标准要求。经我局研究，上述调整

内容对规划影响较小，拟同意上述调

整方案。
二、听证告知和听证申请：为保护

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现发布公开

听证权利公告，许可申请人及利害关

系人均可在本告知书发布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

逾期无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我局将不再举行听证会。

三、听证举行：利害关系人提出书

面听证申请的，我局将在 20 日内组织

听证，在举行听证 7个工作日前将举行

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听证申请人，并

在我局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栏目

发布《听证通知书》。提出书面听证申请

的利害关系人超过 5人的，由利害关系

人推选 1至 5名代表参加听证，未推选

代表的按照申请先后顺序确定 5名利

害关系人作为听证代表人。
四、听证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听证

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不动产证或其

他相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公告发布：本告知书同时在我

局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栏、《宝鸡

日报》、项目现场向社会公告。
六、听证申请联系方式：地址：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科

（宝鸡市行政中心1号楼四楼420室），

电话：3260380，联系人：侯凯；宝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建设规划管

理科（宝鸡市行政中心 1 号楼六楼 665

室），电话：3260255，联系人：王娟。

特此告知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如意茵香科技智慧生态康养社区规划总平面图调整听证权利告知书

各相关利害关系人:

为加强电力抢

修物资储备业务，国

网宝鸡供电公司申

请在渭滨区东七路

北侧姜城变电站内

规划建设物资储备库。该仓库

长33米、宽15米、1层、高8.5

米、建筑面积 495 平方米，属

于丁类仓库、耐火等级二级。

经我局审核，该总平面规

划方案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及

规定，拟同意该总平面规划方

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现将

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予以公示

( 详细内容请在项目现场或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

看)，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公示期间，相关利害关

系人对该总平面规划方案如

有意见、建议，请以书面或者

电话方式向我局反映; 如无

意见、建议，公示期满后，我局

将按程序对该总平面规划方

案予以审批。

公示地点: 项目现场、

《宝鸡日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

公示期限: 自发布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殷晓彤

联系电话: 3260287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备注:1. 本工程总图平面尺寸及标高均以

米计；2. 该仓库属于丁类，各项指标退线以丁

类要求为准；3. 消防车道应能承载 40 吨的荷

载；4.消防车道转弯半径大于或等于 9m；5.消

防车道净宽和净空均不小于 4m，车道道牙距

建筑最突出处不小于 5m；6. 消防车道坡度小

于 8% ；7. 规划考虑到厂区生产性质，厂区内

仓库层高超过 8m，故厂房容积率计算时建筑

面积按两层计算；8. 其他详见室外工程；9. 根

据甲方提供地形图确定现状建筑位置及计算建

筑面积。

注：新建丁类物资储备仓库跟工棚间距

为 4.13m，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014(2018年版)中 3.5.3条(丁戊类仓库与民用

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一、二级时，较高一面为无

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其防火间距不限)规定。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开展“优服务、重创新、强保障、促发展”专项行动纪实

王菁  令烨

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消毒

运输公司投用的公交车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提升服

务效能，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在市交

通运输局的安排部署下，自今年 6月

起，开展“优服务、重创新、强保障、促

发展”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走访道

路运输相关企业 42家，收集有效意见

建议 28条，为企业解决问题 16条，用

行动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解难题  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近年来，受高速铁路与私家车发

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道路运输

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客运企业效益下

滑，传统道路运输行业亟须转型。为

此，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成立5个调研

组，向企业宣讲解读各项优惠政策，做

到让政策红利落地落实，通过走访问

询、调研座谈、查看资料、现场核查等

形式，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及面临的困

难，对发现的问题逐条认真梳理，建立

台账、挂图作战、限期办结，在帮助企

业减负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该中心打破以往定车定线、一车一

线传统管理模式，授权陈仓区宇通、万

里两家城乡公交企业在经营许可范围

内合理调配运力，实行城乡公交区域化

经营，支持企业灵活经营，为更多群众

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服务。

截至目前，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已完成全市 2021 年度通村客运交强

险补助资金及 2019 年度节能与新能

源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申报，103 辆

通村客运车辆及 17 家公交企业的

689 辆新能源车辆已投入使用。

保安全 夯实企业发展基础 
安全就是竞争力，就是效益。为

进一步强化行业监管和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落实，市道路运输服务中

心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成立安全

生产专班，抽调三分之二以上工作人

员，到各辖区道路运输企业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大督导、大检查”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以道路运输“五

落实、五到位”主体责任为原则，以宣传

贯彻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为主线，制

定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测

评内容和评分说明，分三轮次建立和实

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测评机

制，推行预警机制。对道路运输企业经

营资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与人员配

备、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落实情况及各类预案设置等关

键环节进行了重点检查，按检查情况对

首批28户企业进行A级评定，积极督

促辖区道路运输企业完善设施设备，提

升企业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

平，帮助企业向绿色安全化方向发展。

同时，定期开展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

考核，不断提高安全素质和管理水平。

防疫情  筑牢企业发展基石
根据今年疫情防控工作新要求，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

的原则落实管控措施，不断加强从业

人员疫情防控教育培训，督促各汽车

客运站场与公交、出租、网约车等人员

密集场所和密闭交通工具履行疫情防

控责任，落细落实查验健康码和行程

卡、测体温、戴口罩、“1 米线”、通风、

消毒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全

市道路运输领域疫情防控形势稳定。

在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交通运输

保障上，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精心组

织、统筹安排，落实落细赛事期间车辆

运力保障、人员核酸检测等工作，为赛

事高质量举办奠定坚实的基础。

“按照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宝鸡市

执委会交通保障部统一安排，市道路运

输服务中心共抽调8家运输企业75辆

大中型客车和商务车、90名驾驶员参与

保障工作。赛前对所有车辆驾驶员进行

培训、健康体检、心理测试和核酸检测，

对所有保障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测，多

次对十四运会11条保障线路进行现场

查勘。”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客运科科

长荆少敏说，赛事前期，他们为参赛贵

宾、技术官员、运动队、媒体记者、执委会

相关部室、志愿者出动各型车辆共708

台次，准时、安全、高效地完成任务，受到

市执委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聚人心  强化企业发展支撑
员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直

接关系着企业的发展。今年 6 月份、

8 月份，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分别开

展了“情系出租车驾驶员、免费胃肠

镜检查”体检活动及运输企业从业人

员“心理排摸、疏导”活动。

平日里，广大出租汽车驾驶员饮

食不规律，患消化系统疾病的人员较

多。他们忙于工作，个人健康问题容易

被忽视。为帮助驾驶员们了解自身健

康状况，增强健康意识，市道路运输服

务中心联系两家医院，为市区每名出

租车驾驶员免费进行肠镜、胃镜、心电

图等检查，受到大家一致好评。针对出

租汽车驾驶员大幅减少的问题，市道

路运输服务中心展开调研，得知原因

是驾驶员常年吃饭难、如厕难、停车难

等，便与相关部门协调，为出租车增设

增划专门就餐临停点、如厕临停点、临

时上下客点。同时，要求各运输企业加

强人文关怀，定期开展心理排摸和疏

导，提升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水平，引导广大驾驶员树立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心态。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还建立了

大型客车、大型货车司机心理健康关

注制度，并将其纳入企业经营规范，

明确责任义务，通过定期开展心理健

康培训，帮助员工疏导和缓解心理压

力，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营造更加

安全、和谐、有序的工作氛围。

 重创新  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此次行

动不仅创新性地提出“四见、五有”工

作机制，而且建立了月报制度、通报

制度及督导制度。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围绕“企业

需要什么、我们服务什么”的原则转

变作风，要求工作人员到企业走访时

与企业负责人、工作人员、从业人员、

运输服务对象见面，全面了解企业经

营现状及困难，现场检查各项工作落

实情况，及时掌握企业面临困难与问

题，了解从业人员职业的归属感、认

同感、荣誉感，认真解决存在问题。同

时，坚持工作必有目标、目标必有计

划、计划必有执行、执行必有检查、检

查必有结果“五有”标准，通过主动作

为，精准施策，真心实意地帮助企业

解难题，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创

造活力，持续推动企业加快实现转型

升级，努力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公

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新能源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