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起公款吃喝
违规接待问题被通报

本报讯（张雨欣记者石喻涵）为
进一步严明纪律，推动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昨天，陕西省纪委通报 6
起公款吃喝、违规接待问题。

分别是：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
镇九里滩村村干部以村委会名义赊
账吃喝、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延安市
洛川县菩提乡违规公务接待问题；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开发区管委会违
规报销烟酒费用问题；汉中市南郑
区南海供销社违规报销公款吃喝费
用问题；宝鸡市渭滨区姜潭街道姜
潭街社区公款吃喝问题；渭南市白
水县商务局纪检组长王江平公款吃
喝问题。

通报指出，上述6起问题，有的
以培训、加班为名，巧立名目报销吃
喝花费，有的在公务活动中破规逾
矩、超标接待，有的多次赊账吃喝、长
期欠账不还，以致损害群众利益，必
须严肃追究。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
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火箭为什么可以上天”“卫星在天上是怎么飞行
的”“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与同龄孩子一样，对于
太空，10岁的薛晴晴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为满足他
们的好奇心，9月13日，包括薛晴晴在内的200名来自
泾阳县的贫困儿童来到“9号宇宙”研学基地，近距离
深度体验了一番奇幻航天之旅。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10岁，最大的13岁，父母都常年在外打工。

陕西中科大西科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鱼
莹介绍，“9号宇宙”作为中科大西建设的首个主题科普
基地，在做好青少年科普研学工作的同时，还将继续做
好社会公益服务工作。

文/图张雨欣本报记者石喻涵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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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书香能致远，未央处处
有书香。昨日，未央区为区内
首家“书香之城”旗舰店——言
树朗读书店发放 20万元奖励，
用“真金白银”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据悉，包括言树朗读书店在
内，未央区已经新建成 26家实
体书店，为从“量”与“质”上提升

“书香”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按照西安市建设

“书香之城”的总体安排，全市新
建书店有三个标准，一是“标准
店”，就是社区版的书店；二是示
范店，就是人流密集区的店；三
是旗舰店，就是有标杆作用、展

示功能的店。未央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薛连屏介绍，言树朗读书
店区位优势突出，规模大，业态
新，因此是未央区的首家“书香
之城”旗舰店。

走进位于西安市北二环和
太华路十字东北角的易达广场
（百寰国际店）四层的言树朗读
书店，宽阔明亮的室内空间、整
齐摆放的本本书籍，设计精巧的
文创产品以及空气中阵阵的咖
啡香气，让人的心情也得到了抚
慰。据书店总经理杨梅介绍，言
树朗读书店是一家“家庭式共享
书店”，最大的特点是能为家庭

成员提供充足的阅读空间，尤其
为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打造
了专门的阅读教室、课程以及小
舞台，帮助孩子们通过朗读爱上
阅读、爱上书籍。

据了解，为加快全区“书香
之城”建设进度，未央区制定了
严密的《实施方案》和出台了奖
补政策。对于言树朗读这样在
人流密集的商业区、营业面积
1000平米以上，体现“图书＋”
新模式，在全区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发挥旗舰作用、社会效益
明显的综合性实体书店，给予
一次性补助20万元。其余不同

层级的书店，按规格分别给予
10万元、5万元、2万元等不同数
额的金额奖励。未央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薛连屏介绍，“未来 3
年，未央区还将投入600万元专
项资金，来吸引、支持未央区实
体书店的发展。”

据悉，未央区还计划与言树
朗读书店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将
书店的布局推向社区、推向学
校，在社区通过固定的地点以及
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将书本送
到市民身边，让阅读丰富人民生
活，改变城市气息。

本报记者 高峰 张艳芳

未央区

20万元重奖辖区首家“书香之城”旗舰店

省国土资源厅服务保障中心

开展干部作风
排查整改

近日，按照省委、省纪委关于干
部作风问题排查整改的要求，省国土
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忠武作出指
示，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高度重视，
积极开展干部作风问题排查整改活
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干部作风
建设。

三秦都市报记者获悉，自活动开
展以来，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从干部
管理、制度建设、考勤查岗等方面入
手，要求通过召开会议传达上级领导
指示，安排部署活动开展，引导干部
职工统一思想，自觉参加作风整顿活
动；组织党员干部自己学、集中学，吃
透弄清文件精神；支部内部多次进行
谈心谈话，查找自身、科室及中心存
在的问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通
过领导点、自己查、群众提等形式，制
定整改措施；完善请销假相关制度，
从制度层面建立保证良好工作作风
的长效机制；及时进行自查，进一步
查漏补缺，确保支部作风排查整改工
作取得实效。

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书记闫改
利要求，支部全体党员干部不断提高
自身能力，注重思行结合，突出干事
导向，突出日常管理，争做复合型干
部，以实际行动锻造政治过硬、纪律
严明、本领高强的国土铁军。

霍卓智 本报记者 魏彤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
自省民政厅消息，我省决定全面
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信息采集工作。此次信息采集
工作的目标是全面摸清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底数，建立健
全服务对象档案和数据库，为其
家庭悬挂光荣牌，为加强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和工作运行体
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奠定基础。

信息采集对象主要包括以
下十二类人员：军队转业干部；
退役士兵；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
退休士官；军队无军籍离休退休
退职职工；复员军人；退伍红军
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残疾军

人；享受国家抚恤的伤残民兵民
工；烈士遗属，包括烈士的父母
（抚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
妹；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包括因
公牺牲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
偶、子女和兄弟姐妹；病故军人
遗属，包括病故军人的父母（抚
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现役军人家属，包括现役军人的
父母、配偶和子女。

信息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个
人身份信息、政治面貌、对象类
别、基本生活状况等，涵盖户籍、
救助、社保、医疗、住房、抚恤优
待、服役及安置情况等多项基础
信息和照片。

信息采集工作坚持属地管
理，分级落实，以采集对象户籍
所在地申报采集为基本原则。
各县（市、区）为基本采集单位，
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负责，本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会同当
地组织、公安、民政、人社、自然
资源、住建、医保和兵役等有关
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
道）、村（居）全面参与落实。各
地将统一设置集中采集点，采取
集中采集、自主申报、上门校核
等方式进行采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在规定时间内主
动前往户籍所在地集中采集点
申报信息。信息采集工作至
2018年12月15日前完成。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申报时携带并提供的证件或材
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转业
证、退伍证、离退休证等（军队
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队离退
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军
籍离退休退职职工、复员军人、
退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提供）；
残疾军人证、伤残民兵民工证、
因战因公伤残人员证（残疾军
人、伤残民兵民工提供）；烈士
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
病故军人证明书等相关证件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病故军
人遗属提供）；立功受奖证
件等。

我省采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将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记者 文晨）随着
“六项改革”的推进，省属企业混
改比例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省属
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去年开始，省国资委选择
了10户企业开展了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
工持股试点，并相继印发了吸引
各种所有制经济参与省属企业
改制重组、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等操作性文件，
提出多项积极措施。在推进省

属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工作中，通
过企业核心和关键岗位的科研、
经营管理和业务骨干等员工以
现金出资持有企业的股权，形成
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
体，探索建立激励约束的长效机
制，共担市场风险，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

陕煤集团新型能源公司在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后，由116
名员工出资入股，成为我省第一
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

点单位，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
分离，使企业权责更加清晰。

此外，陕西北元化工股份公
司41名员工出资入股也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两户企业都已经进
入优化完善和经验梳理总结阶
段。截至2017年底，省国资委监
管企业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
企业已达到1052户。目前，我省
基本完成了省属12家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试点工作。

除了省属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今年以来，省属企业布局
结构调整、上市、“压减处僵”“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等专项改革也
在有序推进。下一步，省国资委
将在关键环节上下功夫，破解企
业改革难题，全力将 6 户省属

“双百企业”打造成“国改先锋、
陕企尖兵”。同时，对标学习“双
百行动”及央企和外省经验做
法，整体推进省属企业改革，确
保2020年全省国企改革取得决
定性成果。

我省将打造6户陕企尖兵
我省取消11项
行政许可事项

本报讯（记者文晨）昨日来自省
政府办公厅消息，根据7月28日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
事项的决定》，我省决定取消11项行
政许可等事项。

记者注意到，包括企业集团核准
登记、设立分公司备案、营业执照作
废声明等多项涉及工商注册的行政
许可事项被取消。取消审批后，将通
过维护信息系统、完善规章制度等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其中，营业执照遗
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不再要求申请
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明，改为在审
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

6起公款吃喝
违规接待问题被通报

本报讯（张雨欣记者石喻涵）为
进一步严明纪律，推动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昨天，陕西省纪委通报 6
起公款吃喝、违规接待问题。

分别是：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
镇九里滩村村干部以村委会名义赊
账吃喝、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延安市
洛川县菩提乡违规公务接待问题；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开发区管委会违
规报销烟酒费用问题；汉中市南郑
区南海供销社违规报销公款吃喝费
用问题；宝鸡市渭滨区姜潭街道姜
潭街社区公款吃喝问题；渭南市白
水县商务局纪检组长王江平公款吃
喝问题。

通报指出，上述6起问题，有的
以培训、加班为名，巧立名目报销吃
喝花费，有的在公务活动中破规逾
矩、超标接待，有的多次赊账吃喝、长
期欠账不还，以致损害群众利益，必
须严肃追究。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
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火箭为什么可以上天”“卫星在天上是怎么飞行
的”“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与同龄孩子一样，对于
太空，10岁的薛晴晴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为满足他
们的好奇心，9月13日，包括薛晴晴在内的200名来自
泾阳县的贫困儿童来到“9号宇宙”研学基地，近距离
深度体验了一番奇幻航天之旅。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10岁，最大的13岁，父母都常年在外打工。

陕西中科大西科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鱼
莹介绍，“9号宇宙”作为中科大西建设的首个主题科普
基地，在做好青少年科普研学工作的同时，还将继续做
好社会公益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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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书香能致远，未央处处
有书香。昨日，未央区为区内
首家“书香之城”旗舰店——言
树朗读书店发放 20万元奖励，
用“真金白银”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据悉，包括言树朗读书店在
内，未央区已经新建成 26家实
体书店，为从“量”与“质”上提升

“书香”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按照西安市建设

“书香之城”的总体安排，全市新
建书店有三个标准，一是“标准
店”，就是社区版的书店；二是示
范店，就是人流密集区的店；三
是旗舰店，就是有标杆作用、展

示功能的店。未央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薛连屏介绍，言树朗读书
店区位优势突出，规模大，业态
新，因此是未央区的首家“书香
之城”旗舰店。

走进位于西安市北二环和
太华路十字东北角的易达广场
（百寰国际店）四层的言树朗读
书店，宽阔明亮的室内空间、整
齐摆放的本本书籍，设计精巧的
文创产品以及空气中阵阵的咖
啡香气，让人的心情也得到了抚
慰。据书店总经理杨梅介绍，言
树朗读书店是一家“家庭式共享
书店”，最大的特点是能为家庭

成员提供充足的阅读空间，尤其
为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打造
了专门的阅读教室、课程以及小
舞台，帮助孩子们通过朗读爱上
阅读、爱上书籍。

据了解，为加快全区“书香
之城”建设进度，未央区制定了
严密的《实施方案》和出台了奖
补政策。对于言树朗读这样在
人流密集的商业区、营业面积
1000平米以上，体现“图书＋”
新模式，在全区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发挥旗舰作用、社会效益
明显的综合性实体书店，给予
一次性补助20万元。其余不同

层级的书店，按规格分别给予
10万元、5万元、2万元等不同数
额的金额奖励。未央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薛连屏介绍，“未来 3
年，未央区还将投入600万元专
项资金，来吸引、支持未央区实
体书店的发展。”

据悉，未央区还计划与言树
朗读书店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将
书店的布局推向社区、推向学
校，在社区通过固定的地点以及
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将书本送
到市民身边，让阅读丰富人民生
活，改变城市气息。

本报记者 高峰 张艳芳

未央区

20万元重奖辖区首家“书香之城”旗舰店

省国土资源厅服务保障中心

开展干部作风
排查整改

近日，按照省委、省纪委关于干
部作风问题排查整改的要求，省国土
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忠武作出指
示，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高度重视，
积极开展干部作风问题排查整改活
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干部作风
建设。

三秦都市报记者获悉，自活动开
展以来，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从干部
管理、制度建设、考勤查岗等方面入
手，要求通过召开会议传达上级领导
指示，安排部署活动开展，引导干部
职工统一思想，自觉参加作风整顿活
动；组织党员干部自己学、集中学，吃
透弄清文件精神；支部内部多次进行
谈心谈话，查找自身、科室及中心存
在的问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通
过领导点、自己查、群众提等形式，制
定整改措施；完善请销假相关制度，
从制度层面建立保证良好工作作风
的长效机制；及时进行自查，进一步
查漏补缺，确保支部作风排查整改工
作取得实效。

服务保障中心党支部书记闫改
利要求，支部全体党员干部不断提高
自身能力，注重思行结合，突出干事
导向，突出日常管理，争做复合型干
部，以实际行动锻造政治过硬、纪律
严明、本领高强的国土铁军。

霍卓智 本报记者 魏彤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
自省民政厅消息，我省决定全面
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信息采集工作。此次信息采集
工作的目标是全面摸清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底数，建立健
全服务对象档案和数据库，为其
家庭悬挂光荣牌，为加强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和工作运行体
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奠定基础。

信息采集对象主要包括以
下十二类人员：军队转业干部；
退役士兵；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
退休士官；军队无军籍离休退休
退职职工；复员军人；退伍红军
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残疾军

人；享受国家抚恤的伤残民兵民
工；烈士遗属，包括烈士的父母
（抚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
妹；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包括因
公牺牲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
偶、子女和兄弟姐妹；病故军人
遗属，包括病故军人的父母（抚
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现役军人家属，包括现役军人的
父母、配偶和子女。

信息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个
人身份信息、政治面貌、对象类
别、基本生活状况等，涵盖户籍、
救助、社保、医疗、住房、抚恤优
待、服役及安置情况等多项基础
信息和照片。

信息采集工作坚持属地管
理，分级落实，以采集对象户籍
所在地申报采集为基本原则。
各县（市、区）为基本采集单位，
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负责，本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会同当
地组织、公安、民政、人社、自然
资源、住建、医保和兵役等有关
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
道）、村（居）全面参与落实。各
地将统一设置集中采集点，采取
集中采集、自主申报、上门校核
等方式进行采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在规定时间内主
动前往户籍所在地集中采集点
申报信息。信息采集工作至
2018年12月15日前完成。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申报时携带并提供的证件或材
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转业
证、退伍证、离退休证等（军队
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队离退
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军
籍离退休退职职工、复员军人、
退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提供）；
残疾军人证、伤残民兵民工证、
因战因公伤残人员证（残疾军
人、伤残民兵民工提供）；烈士
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
病故军人证明书等相关证件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病故军
人遗属提供）；立功受奖证
件等。

我省采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将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记者 文晨）随着
“六项改革”的推进，省属企业混
改比例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省属
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去年开始，省国资委选择
了10户企业开展了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
工持股试点，并相继印发了吸引
各种所有制经济参与省属企业
改制重组、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等操作性文件，
提出多项积极措施。在推进省

属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工作中，通
过企业核心和关键岗位的科研、
经营管理和业务骨干等员工以
现金出资持有企业的股权，形成
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
体，探索建立激励约束的长效机
制，共担市场风险，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

陕煤集团新型能源公司在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后，由116
名员工出资入股，成为我省第一
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

点单位，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
分离，使企业权责更加清晰。

此外，陕西北元化工股份公
司41名员工出资入股也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两户企业都已经进
入优化完善和经验梳理总结阶
段。截至2017年底，省国资委监
管企业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
企业已达到1052户。目前，我省
基本完成了省属12家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试点工作。

除了省属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今年以来，省属企业布局
结构调整、上市、“压减处僵”“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等专项改革也
在有序推进。下一步，省国资委
将在关键环节上下功夫，破解企
业改革难题，全力将 6 户省属

“双百企业”打造成“国改先锋、
陕企尖兵”。同时，对标学习“双
百行动”及央企和外省经验做
法，整体推进省属企业改革，确
保2020年全省国企改革取得决
定性成果。

我省将打造6户陕企尖兵
我省取消11项
行政许可事项

本报讯（记者文晨）昨日来自省
政府办公厅消息，根据7月28日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
事项的决定》，我省决定取消11项行
政许可等事项。

记者注意到，包括企业集团核准
登记、设立分公司备案、营业执照作
废声明等多项涉及工商注册的行政
许可事项被取消。取消审批后，将通
过维护信息系统、完善规章制度等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其中，营业执照遗
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不再要求申请
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明，改为在审
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