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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委书记刘国中 24日
到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调度疫
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毫不动摇、毫不松劲坚持
第九版、落实二十条，下定决心、坚
定信心，鼓足干劲、决战决胜，用最

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

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
春临，西安市市长李明远出席会议。

刘国中指出，西安市疫情总量特
别是社会面持续高位运行，且新增阳
性感染者集中在人口高密度区域，危
险正在快速上升。全市上下既要坚

定信心，又要充分认识极为严峻复杂
的形势，以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动员、全面总攻，迅速把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压下去，最大程度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国中强调，要立即强化举措，刻

不容缓、马上行动，快速有力把重点地
区疫情抑制住。要全面加强基础工
作，特别是围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
重点区域，夯实“四方责任”、落实“四
早”要求，进一步把核酸筛查、流调排
查、隔离管控、医疗救治、外防输入等
各项工作做到位。要切实加强风险管
控，大胆采取超常规措施，只要符合第

九版、二十条，各项措施能用就用。
刘国中要求，要狠抓、快推、落

地，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坚决防止划
而不控，真正做到“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要务求取得实效，在实战中
不断优化调整各项举措，切实掌握
工作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疫情的底线。

11月24日10时，省委宣传部、省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省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刘迎
军，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副
处长杨健，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
资处副处长齐振民围绕“聚焦经济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推动高
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主题，介绍
了陕西十年经济发展情况。刘迎军
表示，10年来，陕西经济发展在质和
量上取得新成效。

记者从会上获悉，10年来，陕西生
产总值从2012年的1.41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98 万亿元，年均增长
7.3%，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实现翻
番。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现代煤化
工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单晶硅片、重卡
变速器产量全球第一，三次产业结构由
9.5：55.9：34.6调整到 8.1：46.3：45.6。
县域经济年均增长7.7%，城镇化率提
高13.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1%和9.9%。

“在稳增长系列政策作用下，我
省主要经济指标在二季度高位的基
础上，三季度再创新高，经济运行呈
现恢复向好、稳中加固、后劲增强的
良好态势。”发布会上，杨健介绍了陕
西在稳增长方面所做的工作。

今年年初，陕西成立经济稳增长
工作专班，强化运行调度稳增长，紧盯
政策显效稳增长，截至 10月底，新增
退税减税降费共计975.1亿元，其中增
值税留抵退税650.6亿元；聚焦重点领
域稳增长，全省 340个工业新增产能
项目释放产值超 780亿元；狠抓包抓
督导稳增长，620个省级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4312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92.94%，新开工项目开工率96.02%。

据悉，我省前三季度 GDP增长
4.8%，较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1.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6位；
1至10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8.2%、9.9%、3.7%，分别高于全国4.2、

4.1、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9%，高于GDP
增速8.1个百分点。

“2022年是全省高质量项目建设
推进年。”齐振民介绍，今年以来，陕
西采取一系列工作举措，投资工作取
得了较好成效。

“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
做大经济总量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
展、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也是省发展改革委的重要职责使
命。”刘迎军表示，下一步，陕西将力
促项目投资提速增效，争取将更多重
点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支持民间资本以多种方
式参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支持西咸新区等 8家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再添力度培育一批
生产总值过 200亿元的县，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本报记者 任荣

我省前三季度GDP增长4.8%
经济运行稳中加固后劲增强

11月 18日，在千阳县张家塬镇
双庙塬村村委会会议室，该镇人大主
席陈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几十位
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我家这
些年添了电动车，电动的东西比起走
路骑自行车就是快。”她话音刚一落，
就有群众接过话茬，“现在的日子的
确越来越好，我来年准备把房子再翻
新一下。”

会议室里，群众们分享着这些年
的收获，谋划着来年的打算。室外，
一阵阵有节奏的快板声，将坐在村委
会广场晒太阳的群众吸引了过来。
几位志愿者用快板这种喜闻乐见的
形式，把党的声音和政策传递给群
众。“因为内容通俗易懂，老百姓又深
有同感，每次快板一打完，台下就响
起了阵阵掌声。”陈娟告诉记者，用群
众的语言讲道理，接地气暖人心，很
受群众欢迎。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老张有一儿
一女，女儿出嫁了，儿子一人在家，老
张去世后家里的5万元存款由谁来继
承？”在千阳县张家塬镇南湾岭小区的
广场，该镇司法所所长吴鹏飞向群众
抛出这个话题，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肯定儿子继承，女儿都不在他们
跟前。”“应该是女儿继承，儿子在父母
身边属实，但父母平时吃穿都照顾他，
女儿在外很少得到父母的照顾。”看着
群众争论不休，吴鹏飞笑着说，在法律

面前，男女是平等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儿子和女儿
都可以继承这5万元的财产。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千阳县
张家塬镇以解开群众在政策理论、精
神文化、科学技能、教育就业、社会保
障、医疗服务、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心
结”为突破口，探索形成“‘益说’就明
白”宣讲新品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党的好声音

“声”入人心，有力地激发了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们先后探索出‘村长喊话’

‘寅菊快板’‘老张说事’‘老闫说法’
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微模式，
为群众带来一道道有滋有味的“精神
大餐”。陈娟称，在具体工作中，他们
注重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将

“专家讲”改为“群众说”，在娓娓道来
的宣讲和面面俱到的服务中，让想听
爱听常听成为宣传教育群众、凝聚群
众的新潮流。 本报记者董毅

刘国中在调度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全面从严从紧从实从快
集中力量打赢疫情歼灭战

千阳县张家塬镇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党的声音

“全票通过向榆阳区慈善
协会捐款 100万元，用于疫情
防控捐赠。”

“报告调度台，11月22日
中能袁大滩矿业生产原煤3.1
万吨，创本年度日产原煤最高
纪录。”

面对榆林疫情防控形式
依然严峻复杂的局面，陕西中
能煤田公司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聚焦疫
情防控全覆盖、能源保供协同
推进、重点区域率先突破上赢
得先机，加快向高质量发展
迈进。

在陕西中能袁大滩矿业
调度班前会上，值班领导按
照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调
度会的安排不断强调，在煤
炭保供上，我们要坚决按照
政府部门和陕煤集团、榆北
煤业的有关要求，做到不打
折扣、保质保量，要在安全
生产的基础上，多出煤、出
好煤。

当前，陕西中能煤田公
司紧盯能源保供中长协客户
需求任务不动摇，认真贯彻
落实政府部门、陕煤集团和
榆北煤业关于迎峰度冬保供
的安排部署，克服疫情防控
带来的各种困难，细化工作
流程、合理优化采掘布局，
科学组织煤炭生产，从上到
下开展了各类形式的劳动竞
赛、岗位描述等活动，用最
好的工艺流程、最佳的工作
状态、最优的产量成果，在
疫情防控最严峻期，做到疫
情防控、煤炭保供两不误、
两手都能出成效。

“最近，我们掘进速度不
断加快，职工的工作量比往常
减轻了不少，多亏有双臂锚杆
钻车等新科技设备的应用。”
在 11207进顺工作面，综掘一
队队长杨林平提起最近区队
提高进尺产量，对新设备的应
用由衷感慨。

四化建设是中能煤田公
司打造千万吨高级智能化矿
井的驱动和支撑。陕西中能
煤田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党亚明在宣贯党的二十大精
神时，深有感触地说，数字

化、智能化将是未来煤炭行
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有在
产业布局上超前谋划、布局
才能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和引领者。

他表示，陕西中能煤田
公司下一步要用理念引领实
现煤炭行业的效能革命，落
实落地无人、少人自动化；
环境革命，以职工为中心，
井下工作面环境要达到降
尘、少尘再到无尘；技术革
命，以科技创新、装备创新
等为引领，实现采煤生产从

“人控”到“数控”，“自动”到
“智能”。

“要想产量上得去，安全
生产必须做到第一保障。”这
是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张永
的口头禅。从刚开始对“六精
三十六闭环”精细化管理的吃
不透到现在的如鱼得水，张永
对安全管理“七步流程”赞不
绝口。

这个涵盖了“信息报送、
建立台账、班前通报、生产
安排、措施落实、整体部署、
检查整改”的七步管理流
程，也成了中能袁大滩矿业
各管理部门离不开的“锦囊
妙计”。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
式，我们刚改造好的智能运
销系统帮了大忙，正逐步向

‘黑灯工厂’迈进。”让数据
“多走路”，让客户“少跑
路”，是中能煤田公司智能
化建设的缩影。市场销售部
通过六“0”系统的精细管理

“实时仓位显示、AI 识别报
警、智能煤炭参配”等功能，
采用“5G 互联网+i 煤炭”模
式，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及
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从

“人控—自动—智能”全面
升级提速。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紧扣“疫情防控”和“能源
保供”两个关键词，中能煤田
公司坚定干事创业的唯一性、
第一性和特色性，以“四轮”驱
动、“四个”支撑，推动企业“四
化”建设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王惠武本报记者赵明

二十大精神在三秦

陕西中能煤田：
下好疫情防控能源保供一盘棋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记
者
手
记用群众的语言做群众的工作
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

做群众的工作，往往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这一点，在千阳县张家
塬镇体现得十分明显。

2020 年张家塬镇确定为全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镇以来，以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关
键点，集成以往小微宣讲的成功
经验，精心策划包装出——“‘益
说’就明白”志愿服务宣讲项目，
跟着群众意愿找路径，贴着群众

心结搞服务，干部将大道理与群
众身边小事结合起来，给群众一
说就清楚，让群众一听就明白，既
接地气又暖人心。

“‘益说’就明白”前提是了解
群众心中结，关键是找准服务结合
点，根本的路径在于问民需、解民
忧、顺民意、惠民生、启民智、聚民
心，而要能做到这些，最为核心的
是要常怀一颗为民心，可喜的是，
千阳县张家塬镇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