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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新城扶贫慈善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610100MJY375655F，于 2022年 7月
12日经理事会决议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进
行清算，清算组由郭亮、孙谦、孟重舟等人组
成。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029-33185780
联系人：雷丽敏
清算组地址：秦汉新城兰池大厦 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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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新城扶贫慈善协会注销公告

2022年12月3日

本报讯（记者王嘉任荣）去年
以来，省总河湖长、省级河湖长带
动全省 2.1万余名河湖长巡河湖
161万余人次，调研督导责任河湖
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情况，对河湖
健康状况问诊把脉……12月2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
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副
厅长党德才介绍全省实施河湖长
制工作情况。

党德才表示，我省始终把全面
落实河湖长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围绕
系统治理、协同保护、合力治水，多
措并举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取得了明显成效。

党德才介绍，近年来，省河长
办组织开展全覆盖式暗访明察 11
次，对河湖“四乱”问题频发区实施
进驻式暗访，推动各地全面排查、
核实认定、清理整治、核验销号，累
计清理整治“四乱”问题 6323个，

其中今年以来以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为重点，完成清理整改 455
个，占全年排查总数的 98.3%，河
湖垃圾漂浮物清理8.27万立方米，
重拳打击河道非法采砂 484 起。
启动母亲河复苏行动，试点河流健
康评价工作，完成1079条河流及5
处湖泊管理范围划定，重要河湖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274条段、采砂
规划40个。

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和底线管控，印发

“十四五”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
制目标，全省每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107亿立方米以内。完成渭河、汉
江等 25条河流水量分配，推进省
内黄河、渭河等 8条河流江河水量
统一调度。强化地下水超载超采
治理，压采水量1.1亿立方米。加快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完成67个县
（区）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任务。

“河湖面貌持续向好。”党德

才介绍，强化河湖水域岸线管控，
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坚持“清
存量、遏增量”，河湖“四乱”问题明
显减少。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强化到末端的水资源保护利用。
实施陕西水网规划，开工建设一批
重大项目，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
增强了水资源调控、保障能力。全
省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得到明
显提升，今年 1—10月份，全省河
流总体水质优，黄河陕西段、渭河、
延河、泾河和北洛河干流水质均为
优，汉江、丹江水质始终保持在Ⅱ
类以上，保障了南水北调水源地水
质安全。河湖长制工作推行五年
多来，解决了群众最关注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涉水问题，打造了以渭河
为代表的一批安澜河、生态河、景
观河、文化河和致富河。各地依托
河湖打造的人水和谐生态廊道，已
经成为群众休闲、健身、娱乐的好
去处。

本报讯（记者李海涛李佳）为
促进 12月 1日起实施的非道路移
动机械国四标准顺利实施，昨日，
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
队会同生态环境西咸新区分局，对
位于沣东新城的成长国际汽配欢乐
港内机械销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当天，检查组分别来到陕西捷
世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安松
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金骏

斗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销售区，现
场查看在售机械的铭牌、环保信息
标签等关键信息，并与现场负责人
交流国四标准知晓和机械销售情
况。据了解，各销售企业对12月1
日起执行国四排放标准都有所了
解，去年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整
个市场非道路移动机械销售量下
滑，目前各销售企业都有部分滞销
的国三排放标准机械。

检查组现场对市场管理人员和
销售企业负责人宣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家实
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
准的相关要求，明确非道路移动机
械生产、进口企业和经销商作为排
放标准实施责任主体，应严格依法
依规开展相关工作。要求市场管理
人员加强对场内销售企业的宣传引
导，尽快完成在售机械的标准升级。

西安严查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

本报讯（记者王嘉）12月2日，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省住建厅副厅长胡汉利介绍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若干措施》。记者从会
上获悉，截至目前，我省拥有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6个、名镇7个、名村
3个、传统村落113个；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 11个、名镇 19个、名村 18
个、传统村落 484个；历史文化街
区55片，历史建筑715处。我省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得到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充分肯定，并承担了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研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规定制定等
全国试点工作。

《若干措施》提出，到 2025年，
具有陕西特色、多层级多要素的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步
构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基本做
到应保尽保，建设性破坏行为得
到明显遏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
成。到 2035年，系统完整的城乡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
成，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
保护、充分利用，不敢破坏、不能
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全面
建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
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胡汉利介绍，《若干措施》从构
建陕西城乡历史文化总体格局、建
立保护传承规划体系、明确保护重
点、加快认定各级保护对象、完善
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五个方面，提出
构建“一河一脉、三区四带、两核七
片、多点多线”的城乡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总体格局，对全省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构建、实施作
出全局安排。在融入城乡建设方
面，从创新活化利用、统筹城乡空
间布局、推动城市更新稳妥发展、
彰显地域风貌特色、改善人居环境

品质五个方面，提出让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融入城乡建设，推动城乡高
质量发展。

谈到下一步工作，胡汉利表
示，将会同省级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加快完善陕西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系统
完整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努力做
好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让城乡留住记忆，让群众记
住乡愁。

完善保护体系。系统保护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
筑、历史地段，以及工业遗产、农业
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历史文
化资源，切实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鼓励各地采
取以用促保，通过微改造“绣花”功
夫，让历史文化资源用起来、活
起来。

我省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个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12月1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表决通过《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条例》。《条例》自 2023年 1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对革命文物调查认定、
名录管理、动态调整以及数据库建
设等基础工作进行了规范。《条例》倡
导鼓励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力量参与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对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奖励。民间收藏文物可通过购
买、接受捐赠、租用等方式保护管理。

在保护管理方面，《条例》指出，

革命文物保护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分
级保护、分类管理，坚持全面保护、整
体保护，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
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单点
和集群保护，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
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在
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
止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但是依法经过批准
的除外；禁止在本体和保护设施、标
志、界碑上刻划、涂污、涂画、张贴；禁
止排放污水、堆放垃圾及其他废弃
物、挖砂取土取石；禁止生产、存储易
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
禁止设置和革命文物环境风貌明显
不符的户外广告设施和标志标识。

“有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
随地安排生产和实施考核。”“只要
轻轻一点，设备点检保养记录一键
生成。”这是神南产业发展中心智能
化运营中心负责班组软件开发人员
白亚军在生产现场培训讲解的场景。

减少层层汇报环节

据悉，近年来，神南产业发展中
心高度重视班组建设，班组信息化
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在探索班组信
息化建设过程中，从基层班组建设
实际存在的不足和班组管理工作中
的难点出发，通过“互联网+”创新技
术加持，全面革新班组管理模式。
以“简洁、高效、减负”的智能化设计
为原则，打造实现“管理平台+智能
终端+APP”的立体化管理，建立鹏
云班组管理系统，打通企业与班组
管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通过鹏云班组管理系统，班组
安全管控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将操
作人员从危险岗位上替换下来，极
大减轻员工劳动强度，提高安全管
理系数。设备异常与现场隐患全员
知晓，不安全行为全平台曝光，作业
标准、危险源与防控措施精确匹配
到员工个人作业内容中，提醒员工
作业时的不安全行为，班组整体安
全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神南产业发展中心机电设备维
修中心采掘车间赵敏涛说，之前基
层员工填写作业过程记录需要一个
多小时，现在系统智能生成，并根据

实际需求自动分析、统计、查询实时
作业动态，实现即时即用。管理人
员也可随时查看班组的工作进度，
减少层层汇报环节。

促进企业增产保质和降本增效

目前，企业班组管理初步形成
以生产管理为核心的“12105”创新
管理模式，即利用 1个鹏云班组管
理系统，紧扣车间、班组 2级任务，
建立“生产任务管理、安全质量管
理、员工基础管理、物资管理、素质
提升、设备管理、班组风采、台账记
录、统计报表和可视化平台”10大
模块，树立形成“生产任务层级分
配、成本管控精细管理、员工能力智
能评价、业务督办智能提醒、班组建
设人人参与”五种理念，有效促进企
业增产保质和降本增效。

数据显示，鹏云智慧班组系统信
息化管理模式简化班组业务操作19
项，减少重复录入性工作10余项，班
组无纸化管理率较之前提高 40%。
设备检修和现场安全质量问题自动
采集，相关记录辅助生成，极大减轻
基层班组负担，提升人员工作效率。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乔少波说，鹏云智慧班组系
统全业务链信息化建设，实现人员
减负、效率提升、安全加固、管理升
级。应用让整个班组都被“装”进计
算机，班组管理插上信息化“翅膀”，
管理工作更加高效，班组建设也更
加规范。 牛小红 本报记者马军伟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全面革新班组管理模式

信息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12月1日，
根据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疫情防
控有关规定，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发
布了 2022年下半年陕西省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公告。

为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者或在隔离治疗期间的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及尚未解除隔离的密接人员，不得
参加考试。受防疫封控、管控的考
生，不得参加考试。健康码、行程卡
非绿码考生不能参加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示：考生
报名时应根据考试时所在地域慎重
选择考区，尽量减少跨省、跨市流动，
考前尽早返回考区属地，按规定落
实防疫措施。考前 7天须每日进行
身体健康状况监测，如实记录个人

健康信息；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
外出，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或去人
员密集场所。考生进入考点时要自
觉出示陕西健康码、行程卡、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接受体温检
测，进行身份验证，上交健康承诺书。

网上报名时间为 12月 9日 8时
至12日18时，符合条件的考生于上
述时间内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网（http://ntce.neea.edu.cn），进行网
上报名。网上缴费时间为12月9日
8时至 14日 24时。面试报名费为
240元每人每次。

面试时间为 2023年 1月 7日至
8日。考生在考前登录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
证，按照准考证提示的时间、地点，
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
面试。

陕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间确定
12月9日起网上报名明年1月7日至8日面试

我省河湖长制推行五年来成效显著

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
明年1月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