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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一季度工会法人
登记管理情况省市分布图

二、2022年一季度全省工会
法人登记管理数据汇总

三、2022年一季度省总本级
工会法人登记管理数据统计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基层工会取得、变更、注销工会法人资格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在报刊或网络上

发布有关信息”的要求，陕西省总工会对全省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办理情况按季度进行公示，现将2022年一季度全省工会法人登记管理情况公示如下：

陕西工会法人登记办理情况信息发布
（2022年一季度）

工会名称 办证时间 办理情况

陕西省水务集团兴平市水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5 新办
陕西省水务集团延长县供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5 新办
陕西省水务集团镇坪县供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5 新办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5 新办
中国电财西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5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陕西国铁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委员会 2022.01.26 变更
陕西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6 新办
陕西商储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6 变更
陕西交控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7 新办
陕西能源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8 新办
西电通用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1.28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绥定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09 新办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2022.02.09 变更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09 变更
陕西交控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0 新办
西安寰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0 新办
中国铁路工会西安铁路公安局委员会 2022.02.10 变更
陕西自然博物馆工会委员会 2022.02.11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榆吴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1 变更
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机关工会委员会 2022.02.11 新办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咸阳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4 变更
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4 变更
陕西省能源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会委员会 2022.02.14 新办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公司榆靖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4 新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工会 2022.02.15 变更
陕西煤业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5 变更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5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5 变更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6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 2022.02.17 变更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7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西咸新区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18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21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2.21 变更
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2022.02.21 新办
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22 变更
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一一大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23 变更
西安北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2.28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后勤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3.01 变更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监督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3.03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 2022.03.03 变更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3 变更
陕西交控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3 新办
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4 变更
陕西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4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渭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4 新办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商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4 新办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平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新办
陕西科学技术馆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陕西空港新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华清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新办
陕西省交通资产服务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陕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陕西信息技术部委员会 2022.03.07 变更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工会委员会 2022.03.08 新办
陕西蓝田农村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08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开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8 新办
陕西省雁塔监狱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变更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雁塔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浐灞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沣东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潼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阎良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化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灞桥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09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央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周至农村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务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陵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湖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鄠邑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中节能（沣西）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0 新办
陕西交控建设管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1 新办
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1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汉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1 新办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委员会 2022.03.14 变更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4 变更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4 新办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 2022.03.14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 2022.03.15 变更
陕西有色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5 新办
陕西延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5 变更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6 变更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江支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6 新办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 2022.03.16 变更
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6 变更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7 变更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17 变更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工会委员会 2022.03.17 变更
陕西彬长矿业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7 变更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8 新办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绕城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18 新办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桑树坪煤矿工会委员会 2022.03.18 变更
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1 新办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3.21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电务段委员会 2022.03.21 变更
中通服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2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靖富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2 新办
陕西环保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2 变更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下峪口煤矿工会委员会 2022.03.23 变更
陕西省粮食质量安全中心工会委员会 2022.03.23 新办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0四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2022.03.23 变更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石油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3 变更
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工具责任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3 变更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4 新办
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工会 2022.03.24 变更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西安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4 变更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稽查局工会委员会 2022.03.24 变更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4 变更
安康学院工会委员会 2022.03.25 变更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委员会 2022.03.25 变更
陕西高速诚信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5 变更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8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外环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9 新办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9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略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29 变更
陕西工业展览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30 变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会委员会 2022.03.30 新办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永坪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31 变更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禹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31 变更
中国电信集团工会陕西省西安市委员会 2022.03.31 变更
西安宝能弘石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03.31 新办

四、2022年一季度省总本级工会法人登记管理情况公示

以下基层工会由于住所地址等原因，自愿申请变更工会法人登记管理机关，现将2022年一季度工会法人资格证权
限转移情况公示如下：

工会名称 原登记管理机关 现登记管理机关 迁址时间

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安康市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安康市总工会 2022.01.06
西安华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 碑林区总工会 2022.01.27
西电通用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1.28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绥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2.11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工会委员会 灞桥区总工会 西安市总工会 2022.02.1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神木县总工会 2022.02.15
周至县集贤产业园区工会委员会 周至县总工会 西安市总工会 2022.02.15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2.16

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2.22
西安市迅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 莲湖区总工会 2022.03.18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延安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延安市总工会 2022.03.22
泾阳县农业机械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泾阳县总工会 2022.03.24
安康学院工会委员会 安康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3.25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略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汉中市总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 2022.03.29
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榆阳区总工会 2022.03.29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总工会 神木市总工会 2022.03.30

监督电话：029-87329848 联系人：蔺老师、白老师
陕西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五、2022年一季度全省工会机构迁址情况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