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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西咸新区发出
第一张机动车号牌，这标志
着今后辖区群众办理机动车
相关业务更加便捷。

车管所位于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兰池大道与光伏
一路交叉口北 400 米。本
次启动机动车挂牌业务，
办理范围主要包括小型国

产客车注册登记、小型进
口客车注册登记、小型国
产新能源客车注册登记、
小型进口新能源客车注册
登记等业务。

为使群众办理业务更
加方便、快捷，体验到更好
的服务质量，新区车管所
推行机动车查验、缴费、证

件领取一站式通道，群众
将车辆开入查验通道，相
关资料提交至办理业务民
警，无需往返多个窗口提
交，20 余分钟便可办理完
成。真正实现了机动车登
记业务“一次排队、一次受
理、一次办结”。

下一步，新区车管所将

继续强化对机动车查验、受
理、牌证发放等业务流程衔
接工作的管理，逐步扩展机
动车业务受理类型，开办机
动车转移登记、变更登记等
业务，严把机动车查验关，为
辖区群众提供周到、热情、高
效的服务。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安热电厂
多举措保安全运行

为确保春节期间发电机组的安
全、稳定运行，保障生产、生活用气
和周边居民冬季供暖用气，西安热
电厂从严从细全面落实各项防寒防
冻措施，切实做好机组设备防寒、防
冻工作。

据了解，为保障这一措施的顺利
进行，西安热电厂狠抓技能学习，要
求职工全员必须严格落实防寒防冻
预案，杜绝因防冻问题而造成设备损
坏、供热中断或机组非计划停运，确
保设备、人员安全度冬。同时还加强
巡回检查制度，对水、汽、油管道进行
测温。

此外，还组织开展主厂房暖气
系统、机炉汽水系统、采暖加热站系
统、升压站电气系统、压缩空气系统
及油系统等重要部位防寒防冻专项
检查，确保机组在供暖期大负荷情
况下稳发满发，并做好各参数对照
分析，特别是加强给水流量的监视
与对比分析，一旦发现表管结冻，将
及时根据需要解除给水自动，保持
负荷稳定。P③ 陈忠

大唐西市
汉服体验馆开幕

1月 11日，以汉服元素为主题的
开馆仪式在大唐西市西市城购物中
心举行。

近年来，汉服消费正迅速从小
众圈层走向大众化。此次入驻西市
城九格·club 的织羽集、子爵秋色、
流烟昔泠等六家品牌，服装形制多
样、各具特色。西市城立足文化，传
承经典，与时俱进，以城之名，为城
市文旅商新空间注入新动能，打造
西安汉服“首店经济”。大唐西市独
特的历史文化特色，与中华传统服
饰结合，满足汉服爱好者对汉唐文
化的想象和期待，并通过汉服文化
与潮流文化的融合碰撞，让全西安
乃至整个西北的汉唐文化爱好者了
解大唐西市，更将九格·club打造成
大唐西市新的文化 IP。P② 杨娜

天朗举办
第二届业主“春晚”

1月 8日晚，“邻里情相系·朗朗
幸福年”2020 天朗第二届业主“春
晚”在西安索菲特大剧院举行。天
朗 20 余个社区的 1500 位业主代表
齐聚一堂，共迎美好新春，感受浓
浓年味。

活动现场，天朗控股集团副总裁
周岗表示，2020年是天朗成立 20周
年，新的一年，天朗将继续为各位业主
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描绘更加美好
的生活新图景。

据悉，天朗这届业主春晚较上
届节目更加丰富，编排更加精彩，
共吸引了 60 余组节目参加海选。
经过层层筛选，15组节目最终脱颖
而出。现场精彩的节目，引得业主
掌声不断。

朗朗长安社群负责人张倩说，
2019年，朗朗长安与业主一起创造美
好，一起分享快乐，长安·唐村中国农
业公园植树节、太白山下百人健步走、
终南山下插秧游学、慰问环卫工人等
一系列活动等，一年来业主一同见证、
参与了朗朗长安的组建和成长，2020
年将组织更多丰富精彩的活动，携手
业主共建有温度的社区，有创意的社
群。P① 杨娜

据了解，在中国家具协会第
六届六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福
乐公司董事长靳喜凤被授予“十
大人物中国家具行业卓越贡献
奖”、南洋迪克公司总裁吴富祥
被授予“中国家具行业优秀企业
家”奖。

对此，南洋迪克、金金博

士、秦港木业、欧克美典以及中
瑞、汉港、新飞等品牌和企业相
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家居行业
品质化、品牌化的趋势愈来愈
明显，以高质量、环保化、品质
化、品牌化的家具产品来抢占
高端市场是解决未来市场竞争
力的最好途径。

对于“陕派家具”来说，必须
以走出去的品牌理念和经营意
识，继续秉承专业细心、追求卓
越、创新进取，来讲好“陕派家
具”品质化发展、品牌化建设推
进的美好故事，为整个家居行业
的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袁锋

高新金控成立之时，就确
立了千亿元资产、AAA级信用
的现代企业集团发展目标。
截至 2019年底，高新金控总资
产已从最初的 50亿元发展到
128亿元，为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不
仅得益于高新金控积极服务
于实体经济，大力度投资众多

硬科技企业，而且得益于新成
立的丝路创新谷、独角兽基
地、增材制造、标准厂房四个
项目开工建设。

独角兽基地总投资达 150
亿元，规划建设 123万平方米，
分为独角兽企业、科创板企业、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四个功能
区，将打造以独角兽企业为龙

头、科技金融企业聚集的、企业
生态环境优越的新兴产业发展
基地。先导院南区占地 35亩，
总投资 2亿元，是西安高新区
与中科院西安光机所院地深度
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将服务
于光电子集成电路创业企业的
孵化和加速成长，打造光电子
先导性创新创业平台。

这些项目的快速建设，将
会聚众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
响力的电子信息、先进制造、
现代金融等产业企业，有效
支撑高新区乃至西安市新兴
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建
设，更好助力高新区打造中
国硬科技示范区。

本报记者周书养

高新金控为实体发展注入活力

梳理行业发展研讨品牌建设

助力“陕派家具”品质再提升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一年来，担当起了西高新扶持促进硬科技产业发展、打造功能
最完善的产业集群生态环境，有力推动西高新建设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产业集群，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的历史重任。

近一年来，高新金控坚持
把融资作为首要任务，快速打
通了银行、信托、证券等融资
渠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大
对重大项目、硬科技产业企业
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保障，以及
政策落实等，成功破解了“创

新金融服务、加速新兴产业”
的使命。

截至目前，通过发挥各级政
府产业引导基金优势，以建立

“4+N”基金体系为基本路径，完
成了 650亿元基金体系建立工
作。已设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西安奕斯伟硅产业投资基
金等17只基金，完成华润、中兴、
宝能等50余家子基金的市场化
谈判工作，储备 60余家基金意
向合作方。

高新产投注册资本由26亿
元增加至 40亿元，并累计向新

兴产业基金出资22.448亿元，有
效促进了高新区内实体经济发
展。融资租赁同样通过创新服
务方式，使得所服务客户经营状
况整体稳定，发展势头良好，全
年共签约项目 12个，投放金额
9858万元。

促实体经济发展彰显硬核力量

项目建设助力打造硬科技示范区

支撑新兴产业 打造硬科技示范区

1 月 9 日，

陕西省家具协

会召开四届二

次理事会议。

来自省内建材、

家居、终端销

售、家居装饰设

计等领域的近

100 名代表齐

聚一堂，在总结

回归2019家居

行业发展的同

时 ，研 讨 了

2020 年“陕派

家具”品牌建设

的方向。

推动产业链创新融合整屋定制行业看好

“目前，随着‘精装房’相关政
策的出台和落地，从木门到橱柜、
衣柜、甚至楼梯护墙板，都可以归
类到全屋定制。结合这一实际，
省家协及时成立整屋定制专业委
员会，对这一行业所涉及的70余
家建材企业加大整合力度，资源
共享，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省

家具协会会长靳喜凤表示。
据介绍，2019年，省家协积

极推动家具行业产业链的创新
融合。经与京东集团西北公司
多次沟通交流，达成战略合作，
有力推动了我省家具企业在宣
传推广、整合营销、物流配送等
领域的提升，又促进了全省家具

企业产业链的丰富化和创新发
展，融合家具行业上下游合作，
达成多方共赢。同时，省家协又
对西安的房地产行业进行调研，
并多次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进
行联系沟通争取，最终与龙湖地
产、西安城建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等。

积极谋划家博会强化设计人才培养

靳喜凤在总结2019年工作
同时，勾勒了 2020年陕西家居
行业新的愿景：“新的一年，省家
协将积极做好企业调研走访，搭
建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参

与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筹备第
十九届西安国际家具博览会
等。”

西安雨丰设计学院院长喻
永锋表示，去年8月至11月，省家

协与学院的沟通、考察，再到联合
培训的落地，截至目前，经过培
训、考核、结业学员81名，均以输
送到西安各大家具商场和家具企
业，获得一致认可和好评。

抢占高端市场助力“陕派家具”品牌建设

西咸新区车管所启动机动车挂牌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