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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亚玲）7月20日
上午，在西安高新区巨子生物厂区，

“致敬戍边卫士——三秦拥军公益
高原行”车队正式发车。满载着三
秦儿女爱国拥军情怀的爱心物资，
一路向西，奔赴西藏阿里边疆。

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陕
西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共青
团陕西省委等单位指导，陕西
省青年联合会、陕西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携手西安巨子生物
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
举办。活动将为扎根阿里边疆
雪域高原的边防官兵捐赠价值

300 万元的制氧器、防晒物品等
生活物资。

陕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李建
峰在出征仪式上高度赞扬戍边战士
将青春与报效祖国紧密相连的爱国
情操。他强调作为当代青年，肩负
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奋发
图强，才无愧戍边英雄们用生命为
我们守护的和平岁月。

据了解，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大
陕西对口援助西藏阿里地区的工作
力度，先后通过希望工程等渠道累
计筹集援藏物资资金 1774万元，完
成援助项目30余项。

“三秦拥军公益高原行”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媚）为进一步
加快推动西安市秦创原创新驱动平
台建设，推进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促
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全力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 19日，西
安市科技局、西安市工信局联合主
办的秦创原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举
行。

记者了解到，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是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总平台，
本次对接会通过科技成果推介、需
求发布、金融宣讲等形式，将科研人
员的硬科技成果、企业家的成熟市
场通道、投资家的雄厚资本深度融
合。在对接会现场，航天六院 11
所、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等高校
及科研单位共发布 7项科技成果，
广泛用于医疗、煤化工、精密加工、

复合材料生产等领域。
同时，长安大学与西安博贤传动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为“长安博大传动
科技研究中心”揭牌，据了解，该中心
为充分发挥长安大学在机械工程学
科技术、人才优势和博贤传动在工程
车辆动力系统领域行业优势，实现双
方资源共享和事业共同发展。

西安市科技局副局长任晖表示，
今年以来，西安市坚持把科技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加大科
技投入，不断优化计划体系，着力推
进科教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紧密对
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努力
营造“政校企资全面合作、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良
好生态环境，为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秦创原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7月 21
日，记者从沣西新城了解到，近日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北京城市副中
心综合交通枢纽中深层地热项目，
月底将在北京开始第一口实验井
的施工。这标志着以地热能利用
为特色的新型城市综合能源供应

“沣西模式”进一步发展成熟，服务
北方地区城市建设。

据沣西新城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洪涛介绍，到今年底，
沣西新城中深层地热技术冬季供
暖应用范围可达 2000万平方米，
包括北京、河北、天津、河南、陕西
等地。

中标北京副中心
交通枢纽项目

据了解，此次沣西新城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中标的北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位于
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空间结构
的交会处，地下枢纽工程总投资
345亿元，地下建筑面积 128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
下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采用中
深层地热能无干扰清洁供热技术
满足部分用热负荷，着力打造“中
深层地热能建筑供热试点示范项
目”。项目将为京津冀地区推动清
洁供热，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据刘洪涛介绍，他们的团队将

在本月底开始施工第一口实验井，
为推动北京地区的地热能开发利
用，团队将从设计、施工、后期数据
监测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科学分
析，在明年供暖季实现对项目部的
供暖。

一年可实现
减排二氧化碳84万吨

沣西新城自成立以来，深入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以中深
层地热能利用为主的清洁供热新
路径。今年供暖季，将实现推广应
用中深层地热能无干扰清洁供热
面积达到 2000万平方米，服务住
宅、商业、办公、学校、医院、地铁等

多种用户。
“我们的技术在 2000万平方

米的应用范围，可实现每年减排二
氧化碳 84万吨，相当于种植树木
712万棵。”刘洪涛介绍道，还有一
个让他自豪的数据是，在已经应用
该技术进行冬季供暖的项目上，截
至目前零投诉。

在中深层地热开发利用领
域，沣西新城能源发展公司累计
获得授权专利 36项，在地热井及
供热站房智慧管控方面获批 4件
软件著作权。此外，他们还拥有
冰蓄冷空调技术、空气能+中深层
地热开发技术等，可实现综合清
洁能源服务。

本报讯（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

“纵合横通强党建”新机制要求，有
效发挥党建、业务融合互促作用。
日前，全省税务系统和社保经办系
统互学联建暨失业工伤保险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工作推进视频会在
西安召开。

宝鸡市税务局、咸阳市失业和
工伤保险经办中心、汉中市税务局
和铜川市社会保险管理经办中心
等 4家市级单位、蓝田县税务局、
杨凌示范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经办中心、柞水县税务局、岚皋
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 4家县区
级单位围绕互学联建的特色做法、
取得成效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分别

进行发言交流。
陕西省税务局总经济师索东

亮总结了省市县三级联建党支部
前期开展的主要工作，分析了互学
联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各
级税务干部坚持学做贯通，在学党
史悟思想上持续发力；坚持改革为
民，在办实事开新局上持续发力；
坚持示范引领，在强担当抓推进上
持续发力；坚持宣传引导，在营造
浓厚氛围上持续发力。

会议期间还专题组织各市税
务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人员培训
学习了失业工伤保险标准版系统切
换有关业务，并重点部署了失业工
伤保险切换上线计划和具体安排。

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增强两大

系统合作质效，有效提速失业、工
伤保险标准版系统的切换进度，优
化征缴服务水平，提升缴费人获得
感。

省社保局领导班子、机关各处
室主要负责人和全省市县两级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经办机构、失业和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及市县两级其
他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市县三级
税务局分管社会保险费工作的局
领导、社保处全体、征管科技处有
关人员、人事处、机关党办和系统
党建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
议。会议在西安设 1个主会场，市
县两级设142个分会场，约1060人
参加会议。

本报讯（王鹏 记者 苗嘉诚
郑唯舒）“以前外出打工，离家远，
工资也低。说实话，像我这种 50
多岁、还身有残疾的再就业人员，
就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幸运
的是，三铝公司给我提供了这个机
会，在专项扣除后也不用缴纳个人
所得税，这活儿美着咧！”崔真虎满
怀感激地表示。

崔真虎就职的西安三铝铝模
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
发、生产、租赁、销售节能环保建筑
用铝合金模板的企业。近年来，在
税务等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下，企

业顺应市场发展形势，进行了产业
升级，发展动力十足。

“我们公司 2017年进驻鄠邑
区，在税务等各部门的帮助下，生
产经营逐年向好，现在年产值过亿
元。近三年我们享受到各类税费
减免优惠 90余万元。去年疫情，
税务干部上门服务，牵线搭桥，帮
助我们办理了低利率‘复工贷’，让
我们渡过了难关，还辅导我们取得
了高科技企业认证资格，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同时，我们也积极
回馈社会，尽一点社会责任。”三铝
公司法人代表郑进华说道。

“税力量”的积极赋能，给予了
企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底气。
2020年，该公司放宽条件招收本地
农村家庭和经济困难农民就业，安
排周边农村劳动力 83人就业，增
加了周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下一步，
我们将加大力度与企业构建‘双联
双建双促’机制，宣传税费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
就业，让农村劳动力的‘家门口就
业’梦触手可及。”国家税务总局西
安市鄠邑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赵恒晶表示。

“税力量”助力家门口就业
■财税

本报讯（石昊天 记者 苗嘉诚
郑唯舒）为充分发挥“税务管家”助
企发展服务效能，国家税务总局宝
鸡市陈仓区税务局加力推进“税务
管家”精服务促发展专项行动，“税
务管家”靠前服务走访重点项目、重
点企业开展回访问需，最大程度跟
进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发展，为企业
排忧解难。

“我们这次是来回访送服务的，
项目建设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
们将全力提供贴身精准服务，设身处
地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为项目
建设优环境、办实事、服好务。”7月15
日，宝鸡市陈仓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张炜带领“税务管家”上门走访省级
重点项目——正威宝鸡新材料科技
城项目，开展回访问需，点对点聆听企
业对税务部门的服务评价及意见建
议，助力重点项目“加速跑”。

走访中，税企双方开展深入交
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发展
战略，准确把握项目建设的难点、痛

点和堵点，现场解答企业涉税疑问。
据了解，正威宝鸡新材料科技城

项目作为正威国际集团在宝鸡布局
投资的重大产业建设项目，项目一期
总投资预计 50亿元，目前已开工建
设，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9.17
亿元，项目的落地实施对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现在正是我们项目加快建设
的关键时期，有了‘税务管家’点对
点服务，我们办税更加便捷，诉求响
应更加迅速，政策享受更加及时，极
大地提高了我们项目建设发展的信
心。”项目负责人彭卫华由衷地为

“税务管家”点赞。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拓展‘税

务管家’一对一精准服务，坚持‘有求
必应、无需不扰’，全力从企业需求出
发，第一时间为企业提供全覆盖政策
引导、全流程服务保障，全方位风险
规避，帮助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享政
策、解难题、抢机遇，助推区域经济发
展。”张炜表示。

“税务管家”贴心回访
助推重点项目“加速跑”

沣西地热能将供京津冀

省税务系统和社保经办系统
互学联建增动力

沣西新城总部经济园综合能源供应站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