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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卫庆华 汪琳 记者 王媚）
1月18日，记者从陕煤集团获悉，陕煤集
团 2022年实现营收 5102亿元和利润
6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和53.4%，
创成立18年来历史最好成绩。

记者了解到，2022年，陕煤集团各
实体产业板块紧扣供需实际，积极实
施相机调控，有效实现提质、稳量、增
效目标。煤炭产销量、各类化工产品
产量、发电量、粗钢产量分别为 2.3亿
吨、2000万吨、500亿度、1200万吨。

同时，陕煤集团在行业率先开展数
据标准化治理和智能专网建设，上线运
行智能矿井地质保障等8大智能信息系
统，7处全国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通过国
家验收，彬长矿业、黄陵矿业等5个智慧
矿区先后建成，智能化产能占比达99%。

在重点行业企业大力开展环保设
施运行能效大会诊，2022年投入资金
18.3亿元，实施 94项设施提标改造工

程，钢铁、水泥、电力等板块企业已实现
大气主要污染物超低排放。

在技融双驱叠加成长方面，陕煤
集团德国、日本技术研究院相继落地，
六大研究院、七大产业示范基地与秦
创原 30亿元基础研究创新基金，联合
搭建的“7个国家级+50个省级”科研平
台，正在发生耦合与聚变。累计组建
科技经纪人团队 81个，组建引进 6支

“科学家+工程师”队伍，积极推进 249
项基础研究项目和10个工业化示范项
目，全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坚
持用资本探路产业，陕煤集团总投资
400多亿元抢占光伏、锂资源、碳纤维、
可降解塑料等新产业发展先机，不断
向新经济新产业转型升级。

对于2023年工作目标，陕煤集团将
实现营收5500亿元和利润500亿元，全
年计划投资290亿元，全力推动陕煤集
团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刘碧峰记者郑伊琛）
记者 1月 18日获悉，陕西有色金
属集团 2022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1760.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7%，利润总额46.02亿元、增长
82.94%，上缴税费 69.55亿元、增
长 78.75%，主要经济指标均创近
年来最好水平，荣获省国资委

“提质增效奖”和“技术创新奖”。
去年，陕西有色金属集团深

化实施“脱困扭亏增盈”行动和“重
点工作专班”机制，扎实开展“大干
四个月、全面冲刺全年奋斗目标”

实践活动，多措并举夯实运营质
效，优势企业“踩满油门”抢订单、
抓生产，全系统形成自我加压、攻
坚突破、争先创优的新格局。权属
企业金钼集团、宝钛集团、榆林新
材料集团盈利大幅提升，天瑞硅材
料成为集团新的经济增长极；地质
勘查、工程设计、岩土施工、贸易服
务、矿山运营服务、类金融等产业
业务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集团
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该集团 2022年投入研发费
用11.55亿元，承担省部级以上课

题 17项，获得专利授权 64项，主
持或参加制定国际标准 2项、国
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4项。开发
新产品 14项，实现销售收入 57.1
亿元。获得我省创新方法大赛一
等奖 3项、“三新三小”创新竞赛
奖励33项。

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在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坚决扛牢社会
责任，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定
点帮扶产业 10余项，直接投入和
对外争取资金 942万元；消费帮
扶1381万元。

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去年缴税69.55亿元
同比增长78.75%

眉县太白山现巨型冰挂
美不胜收

莲湖法院雷霆出击
三个多小时完成协助执行任务

1月 6日下午，莲湖法院法警大队
紧急协助执行法官，完成了跨区域查
封车辆任务。

该案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之前
被查封的外地车辆突然在西安活动，
执行法官紧急安排跨区域查封。接到
任务后，法警大队立刻抽调 4名法警，
跟随执行法官前往临潼区执行现场开
展行动。

到达临潼后，执行法官决定在行进
路途中拦截查封，部署4名法警分成两
组在道路两边布控，一组在前拦截，另
一组在后控制，待查封车辆经过时予以
拦截扣押。被查封车辆到达拦截点后，

两组法警立刻分头行动，第一时间控制
住了被执行人，执行法官表明身份后，
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向其
告知了相关法律法规及享有的权利和
义务。被执行人表示愿意配合法院工
作，但提出扣押地离本人居住地较远，
且车辆装有很多个人物品，希望能够开
车回住处后再行交付车辆。本着人性
化执法的原则，执行法官予以准许。

随后，第一组法警陪同被执行人乘
坐查封车辆，第二组法警跟随执行法官
乘坐警车全程跟随，最终辗转半个西安
城，历时三个半小时圆满完成了此次协
助执行任务。 王鑫

陕煤集团2022年实现利润603亿元

近 日 ，地 处 眉 县
境内的太白山出现了
多处冰挂。这些冰挂
有的如袅袅婷婷的烟
树，有的如云雾缭绕
的山涧，有的如晶莹
剔透的雕塑，洁白宁
静，美不胜收，给冬日
的大山增添了亮色，
同时也吸引了许多游
客前来打卡。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宝存

本报讯（记者吴昌永）记者昨
日从西安市政府获悉：日前，司
法部、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命名
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的决定》，决定命名 1136
个村（社区）为第九批“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其中，西
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东尚
社区、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
坊社区、未央区大明宫街道华远
君城社区、鄠邑区玉蝉街道胡家
庄村以及西咸新区永乐镇瑞凝
村等 5个村（社区）榜上有名。

近年来，各地扎实开展“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大
力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涌现出一
大批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先
进典型。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的深
入开展，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
司法部、民政部决定命名北京市
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等 1136 个
村（社区）为第九批“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

通知要求，被命名的村（社
区）要严格按照“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的标准要求自

己，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
门切实提升“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创建质量和效果。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实际困难和问题，
注重运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解决
问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加强工作指
导，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增强城
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
效。大力组织推动农村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基层依法
治理，引导基层干部群众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提升基层治理法治
化水平。注重发挥“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的示范引领作
用，加强动态管理，以完善的制
度机制和扎实的举措促进“先进
带后进”，实现整体提高。通过
深化“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创建活动，推动落实全国

“八五”普法规划，夯实全面依法
治国的根基，努力让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本报讯（记者 文锦）近日，西安
市住建局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抽查项目”等方式，持续对全市
区县、开发区住建管理部门及建筑
施工项目开展2022年度质量安全督
导检查。

督导组分别对碑林区、雁塔区、
经开区、未央区、西咸新区、长安区、
高新区、航空基地、新城区、灞桥区
等 10个区县及轨道集团进行了检
查，随机抽取了22个在建项目，重点
检查了属地管理责任及各参建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施工现场“危
大”工程管控、冬季施工“防高坠、防
冻、防滑、防火、防中毒”等重点环节
安全措施落地情况，对发现的179条
安全隐患逐一反馈，并要求区县住
建局督促相关责任单位立即整改，
形成闭环管理。

督导组要求各区县、开发区住
建局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面
夯实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提前研判岁末年初时期安全生
产形势和潜在风险隐患，严格排查
整治，压实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
生产底线；各参建单位牢固树立“隐
患等同于事故”理念，加强安全风险
分析研判，认真查找风险点和薄弱
环节，及时查漏补缺，做到排查整治

“有重点，无盲区”，确保春节期间停
工项目不留隐患，不停工项目严格
落实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加强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确保节假日期
间施工安全。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近日，一
辆救护车驶入西安市枣园南岭社
区军干所小区，停在一栋老旧楼
下，车上走下来四名医护人员。他
们是未央区二府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护人员。“检查一下医药包，
把东西带全。”未央区二府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陈贵民对护士
说。69岁的陈贵民是返聘医生，刚
上完夜班的他，需要去完成一项特
殊的任务——为一名卧病在床的
老人更换尿管和尿袋。

他们沿着楼梯爬到四楼，老

人的儿子马兴涛早已等在门口：
“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联系了好几
家医院，都没人愿意上门服务。”
88岁的李桂花从轮椅上摔倒瘫痪
后，一直卧病在床，每月需要到医
院更换一次尿管和尿袋。这对患
者和家属，都是一件麻烦事。在
咨询几家医院无果后，马兴涛听
说未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可以上门服务，就打电话联
系。约好后，一家人早早便起来
等着家庭医生上门。

在更换尿管和尿袋前，护士为

老人测了血压和血糖。一切服务
结束后，负责家庭医生签约的白莉
英拿出家庭医生协议。马兴涛高
兴地签上了母亲李桂花和自己的
名字，“可算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
题，以后就靠你们了。”

像陈贵民这样的签约家庭医
生，在未央区还有很多。目前，未
央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
医生团队联合乡村医生，充分利用
家庭医生全科诊疗模式，下沉至社
区网格，将服务重心下移，尤其是
对部分重点人群提供从“坐诊”到

“上门”的服务，既为居民群众提供
健康保障，也实现了医疗资源最大
化利用。

据了解，近年来，未央区积极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惠民工
程，开通了 24小时服务热线，组
建了 73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全
力保障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
求。推行家庭医生签约以来，全
区 1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签
约群众提供贴心、全面的健康管
理服务，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健康
的“守护者”。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未央区为群众提供全面健康管理

西安市5个村（社区）
被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西安持续督导检查
住建领域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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