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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一列满载50个集装箱康佳家
电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徐徐驶出西安国际港站，
标志着 2022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量突破

4000列，超过2021年全年开行量。至此，中欧
班列长安号累计开行量达15482列，运送货物
量368.2万吨。 袁景智 摄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
11月 2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发布会获悉，今年是我省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收官之年，经过各级各单位
努力，我省三年行动确定的
主要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
取得明显成效，连续 46个月
无重特大事故。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田
斐介绍，2021年度，我省在国
务院安委会年度安全生产考
核巡查中被评为“优秀”等
次，为历年来首次。2020年
至今，我省已连续 34个月未
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累计已经超过 46个月。
事故总量、死亡人数明显下
降。2021年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与 2019年相比，分别下
降27.43%、17.15%；今年截至
10月底与上年同期同比，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34.3%、30.65%。较大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明显下降。
2021年较大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与 2019年相比，分别下
降28.57%、33.77%；今年截至
10月底与上年同期同比，较大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23.08%、6.82%。健全事故追责问
责调查协作机制，41 起较大事

故、5起一般事故被挂牌督
办或提级调查。

监管效能明显提升。市
县两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经验、煤矿重大灾害
治理经验、化工园区安全整
治提升经验，受到应急部肯
定。全省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综合应用平台建成并投
入使用，获“2021年数字陕西
建设优秀成果和最佳实践案
例”；危险化学品、尾矿库、烟
花爆竹实现了远程监测预
警；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实现
网上办理，办理时限压缩至
受理后 20个工作日，委托行
政许可4项，委托行政执法事
项28项。分级分类开展监管
执法，“互联网+执法”工作在
全国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

消除一批问题隐患。三年
来累计排查整改隐患80.6万
项，其中重大隐患621项，省级
挂牌督办的58项重大安全事
故隐患整改完成。煤矿灾害
治理、尾矿库治理、化工园区
风险治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整治、高层建筑火灾治理、重

大危险源治理、长输管线隐患整
治以及危货车辆和危桥险路治理
等取得明显进展，一批长期难以
整治的难点堵点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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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联合国/中
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
贺信。贺信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
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
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太空是人类共同的疆域。国际社会
一道构建新型空间探索伙伴关系，就是在
联合国框架下，将空间探索当成全人类的
共同使命，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
奥秘，不断深化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这样
才能在外层空间规则和战略规划制定、探
索任务实施等方面，发挥好各国科技优
势，齐心协力让空间探索驱动人类持续创
新、提升科技水平，以追求更多更大的梦
想，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人巡天探宇的梦想从未停歇。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北斗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系统基本建成，探月工程“三步走”圆满
收官，“天问一号”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
际探测的跨越，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即将
完成……中国航天每一步都书写着科技
自立自强的恢宏篇章。

和平利用外空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信
念。近年来，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国
际组织，签署了空间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
录；积极推动外空全球治理；利用双边、多
边合作机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等领域国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体现着我们的大国担当。《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还将重点推进
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欢迎国际伙伴在项目的各个阶
段、在任务的各个层级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论证和
建设；在空间应用领域将推动“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
廊建设，加强遥感、导航、通信卫星的应用合作……中
国将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继续同各国一道，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理与交流
合作，维护外空安全，促进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保护地球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服务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宋晨 陈凯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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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 22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
十年来，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壮
大，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日益凸
显，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全国第9位。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从 2012 年的 57.06%，提高到
2021 年的 67.86% 。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334.82 亿元增长到 2343.44 亿元，增长了 6
倍。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1.1万件增至
6.7万件，增长了 5.1倍。累计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291项，数量居全国前列。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稳步提升。2021年，
我省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8397家，比2012
年增长了6倍。科技型中小企业从2018年首
次评价的4301家，增长到2021年的11189家。

区域创新体系日趋完善。建立了覆盖全
省的科技资源网络平台，推动西安富集科技

资源向各地市辐射，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1个、省级创新型县
（市、区）67个。建成 7个国家高新区、18个
省级高新区。

本报讯（罗熠）11月20日，笔者从省工信
厅获悉：日前，我省新认定 12个特色专业园
区，至此，我省特色专业园区共有39个。这39
个特色专业园区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
积极引导我省县域工业加速产业集聚，为推动
县域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省特色专业园区发展思路日益
清晰。39个园区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

特色，科学编制了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制定
产业链图谱，深挖特色产业发展潜力。其
中，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延伸特色
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为目标，围绕现
代农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持续优化产业
结构，加速工业转型升级。石泉经济技术开
发区古堰富硒食品产业园按照“硒资源变硒
产业”要求，把富硒食品（预制菜）作为特色
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园区承载、培育龙头、
打造品牌，建成富硒食品特色专业园区。

我省特色专业园区产业定位更加准
确。从特色专业园区确定的主导产业来看，
产业领域更加细分，能够聚焦在产业链某个

环节或某类产品上，特
色更加明显。如富平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位
为发展奶山羊乳制品加
工产业；安塞工业园区

以石油装备制造为特色主导产业。
我省特色专业园区的项目建设更加有

力。据统计，39个特色专业园区“十四五”期
间共谋划特色产业项目 585个，总投资 1141
亿元，其中 2021年实施项目 132个，完成投
资142亿元。眉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兴纺织
工业园区引进投资 12亿元的华远纺织高端
工装面料生产线项目，形成骨干龙头企业，
带动规模以上纺织企业 34户。石泉经济技
术开发区古堰富硒食品产业园通过设立富
硒食品研发中心，引导企业与中国富硒产业
研究院、中粮集团等建立合作关系，转化专
利技术100余项，开发富硒产品361个。

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全国第9位

我省特色专业园区达到39个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月 23日从工信部获悉，工
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
展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
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释放“科技+养
老”效应，让“智慧养老”助力“老有所依”。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辅助
器具类智能产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
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的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申报的服务应能精准对接老年人健康和养老
服务需求，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三部门大力推广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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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的成功密码》出版发行
■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
■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 国 管 局 发 文 推 动 提 高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效 能
■今年1至10月全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6.3%
■两部门：寄递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等实行限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