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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鑫）11月22日，省委常委、省委
政法委书记刘强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在考察陕西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
精神。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出席。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
全省政法系统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

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
神，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奋力开创新时
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我省调研
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具体措施，拿出管用办法，结合
实际扎实抓好各项工作。要认真落实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部署要求，积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解难题、办实事，为秦创原和高质量项目建设提
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
度，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政法工
作之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高
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严
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增强群众安全
感。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政法干部队伍，加快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陕西、法治陕西，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保驾护航。

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刘强主持

本报讯（记者 董丽君）11月23日，西安
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正式启用，地址位
于未央区凤城八路95号。

据介绍，西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
是一个综合性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总建筑面
积为1052平方米，设置16个窗口，可办理
出入境、交警、经保、监管、禁毒、网安、治安7
个警种部门的公安业务，共进驻194项公安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工作人员67人。专厅
分为六大功能区：咨询导办区、窗口受理区、
自助服务区、“互联网+”网办区、后台审批区
和便民等候区。

西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北侧为
交通管理服务区和综合业务窗口服务区，可
办理交警、经保、监管、禁毒、网安、治安等警
种业务，涵盖公安政务服务事项61项。西
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南侧为出入境
管理服务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
事项和外国人证件等事项，涵盖公安政务服
务事项133项。

西安市政务服务中心
公安专厅启用

本报讯（惠亚洲）首届西安智慧交管论
坛于2022年11月18日在西安举行。本次
论坛围绕“畅行西安 智领未来——科技赋
能智慧交管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发布了
《西安市绿色出行指标体系》和《西安市
2021年度绿色出行指数年度报告》。

据了解，《西安市绿色出行指标体系》是
全国首个围绕绿色交通发展理念提出的具
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480万
辆，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对绿色出行设
施供给、服务水平、政策管理等方面进行系
统全面评价，快速摸清底数和差距，发现薄
弱环节，为各类交通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方
向。长期来看，通过持续跟踪分析，可评估
各项行动措施的实施效果，辅助宏观战略政
策的制定，推动绿色出行。

《西安市2021年度绿色出行指数年度
报告》从出行结构水平、空间组织集约度、公
共交通出行、步行出行、自行车出行及智慧
低碳发展等六大维度进行评价。2021年，
西安市绿色出行指数为80.3（百分制），总体
绿色出行发展态势良好。

首届西安智慧
交管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鸯）11月21日，省高院
召开全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座谈会，总结
2021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取得的成绩、交流
各地经验、分析形势任务，研究部署今后一
个时期民商事审判任务。

会议肯定了全省法院2021年以来民商
事审判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民商事审判工作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用高质量法治保障高
质量发展。要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书
写新时代法院工作新答卷；要依法推进完善
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要深
入推进统一裁判尺度标准工作；要正确实施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要常态
化推进“双进”工作，提升审判质效；要持续
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开创人民法院
工作新局面；要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服务保
障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司法为
民实践，着力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
要；要抓好精品案例培育和调研工作，宣传
展示法院工作亮点。

会议梳理总结了民法典实施以来，全
省民商事审判具体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并
进行了研究解答，征集了有关民商事审判
典型案例。

全省法院民商事
审判座谈会召开

11月22日15时，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九场新闻发布会，邀请陕
西省卫健委副主任彭飞、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海
波、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军、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吴鹏翔出席，通报全省最新疫情信息，发布
防控政策措施。

全省无重型危重型病例

陕西省卫健委副主任彭飞介绍，11月1日
以来，陕西省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部分输
入病例引发局部聚集性疫情，呈现局部本地疫
情续发与外省输入并行的特点，特别是近一
周，每日新增报告病例数快速增长，10个设区
市和杨凌示范区、韩城市均报告本土疫情，传
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涉及场景复杂，我省面
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防
控形势。

11月1日至11月21日24时，全省报告新
冠肺炎感染者4626例，其中确诊病例538例、
无症状感染者4088例，确诊病例中轻型487
例、普通型51例，无重型、危重型病例。目前
在院确诊病例277例，其中轻型244例、普通
型33例。

社区传播风险仍在继续

近期，我省疫情主要集中在榆林市、西安
市和咸阳市。流调发现，通过大型水果市场、
学校、婚宴、医院、企业等聚集性场所和活动的

“放大器”，疫情快速蔓延，传播更为隐匿，防控
难度加大。

目前，榆林疫情快速扩散的势头得到初步
遏制，但是社区传播仍未阻断；西安社会面筛
查混管数量较多，分布广泛，提示社区传播仍
在继续，内防反弹风险高；咸阳疫情主要涉及
旬邑职业中学和乾县婚宴两条传播链，其中乾
县婚宴疫情传播链仍有社区筛查病例，社区续
发风险依然较高；安康市、渭南市局部聚集性
疫情传播范围较为局限，其他市区零星散发疫
情得到快速处置。

严防疫情外溢扩散

今冬明春，全省将持续面临本土疫
情传播扩散和省外疫情输入的双重压
力，个别县区存在发生规模性疫情反弹
的风险，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下转2版）

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九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全力打赢本轮疫情防控歼灭战
本报记者 高虎

11月23日，韩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勤交警配合
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对来往车辆及人员进行严格检查，扎实做
好防控状态下道路管理工作。图为民警查验驾驶人行程卡。

本报记者张建锋 通讯员 高泽凤摄

11月17日，柞水县引进智能机器人助力防疫。该机器
人通过识别车牌号码和车辆入口信息，参照全国公路内网
疫情动态，即可立即判定当前通行车辆是否需要进行防疫
查验，弥补了查控指令延时及人工预检漏检的漏洞。图为
在包茂高速柞水出口，智能机器人辅助防疫人员开展防疫
检查。

谢丹 本报记者李煜 摄

学校：动态调整优化防控举措

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海波介绍，全省校
园疫情总体平稳可控，将动态调整优化校园疫
情防控举措，最大限度减少对学校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的影响。

11月3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开通
了各高校疫情防控投诉平台和热线电话。从接
诉情况看，主要涉及校园管理措施不规范、封闭
时间过长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求各高校
及时回应解决学生合理诉求。加强学校防疫物
资和隔离场所储备，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确
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和校园物价平稳。

根据属地疫情发展形势，一校一策、以快
制快，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师
生学习生活，尽力满足学生外出就医、就业、
实习等需求。

研考：减少考生跨市流动

王海波介绍，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将于2022年12月24日至26日进行。
今年我省报名人数17万余人，比上年增加
2.46%。

为减少考生跨市流动，减轻各地的防疫
压力，今年新增了6个考点，共有1.3万余名
考生在新增考点参加考试。今年起省内43
个考点高校的应届考生全部安排在本校考
点考试，占比88.42%，大大减少了应届考生
跨校流动。预先采集考生应急电话号码、备
考所在地、自身健康状况等信息，分析研判
我省考生群体情况。

目前，全省已开展2轮信息摸排，为考试
顺利实施提供翔实、准确的数据支撑。

（下转2版）

科学精准有效防控
——陕西全力做好疫情期间民生保障

本报记者 高虎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正有
力推动落实。如何不折不扣落实疫情防控
优化措施、全力抓好当前疫情处置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月22日就公众关
心的焦点问题给出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
不移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
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克服
麻痹松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坚持第九版
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
样，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
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合理安排医疗服务，通过提供“互联
网+医疗服务”等多种方式，合理分流患
者；做好个人防护；强化住院病区管理……
针对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医疗机构一
旦出现阳性病例，要从快从速排查风险，按
照“快封、快筛、快消、快解”原则，尽快恢复
正常诊疗。发热门诊的功能之一就是甄别
出发热患者或者有疑似症状的患者是否感
染了新冠病毒。因此，发热门诊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非常重要。严格执行首诊负责
制，如果是阳性感染者，要迅速转到定点医
院或者方舱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不能够以疫情防
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
了之”“一封了之”，特别是像医疗机构的急
诊、透析室、手术室、分娩室、重症监护室
等，这些重要的救治科室要做到“非必要不
封控”，保障患者救治。最大可能减少因为
疫情防控对医疗机构日常医疗服务的影
响，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据新华社

不折不扣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焦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