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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改革
将在全国推开
首批涉106个事项

据新华社电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国推开“证
照分离”改革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落实“证
照分离”改革要求，进一步厘清政府与
市场关系，全面改革审批方式，精简涉
企证照，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创新
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充分释
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2018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
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0月
1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
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
划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
治关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
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
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
全提供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
铁路，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
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
的汇报。

会议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
工程。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
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
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修复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
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
能；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
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能力；实施地
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提
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
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
程体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实好

“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
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工
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
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
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

警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
装备现代化工程，加大关键技术
攻关力度，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
业化技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
路，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
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是
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
重大举措。要把握好科学规划、
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全可靠
的总体思路，加强统一领导，加
强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建设运营
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和青
藏铁路精神，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嘉）为创新
开展我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
设工作，大力推动我省小微企业
发展，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
政厅决定面向小微企业发放服
务补贴券，并印发《陕西省小微
企业服务补贴券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
券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服务补贴券是补助小微企业购
买相关专业服务的支付凭证。
服务补贴券补助资金每年从省
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
支安排。小微企业通过申领服
务补贴券用于抵扣签约服务机

构的部分服务费用。服务补贴
券实行记名发放、登记使用、备
案管理，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购买
约定的社会化服务事项，不得转
让、流通和挪作他用。

补贴服务内容包括培训服
务、市场服务、创业服务、管理咨
询服务、信息化服务、融资服务、

技术创新服务以及面向小微企
业提供所需的其他服务。服务
补助额度为2000元到20000元
不等，单个小微企业年度领取服
务券总额不超过 2万元。每个
项目可使用的服务补贴券金额
不超过当年企业与签约服务机
构签约服务合同金额的50%。

我省向小微企业发放服务补贴券
补助额度为2000元到20000元不等

当前，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
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关键少
数”发挥着更加举足轻重的作
用。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
作风、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直接
影响着秦岭专项整治和生态环
境治理的成效。坚决打赢秦岭
保卫战，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一系列难题，就要抓好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

破解难题抓“关键少数”，既
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
是我们开展秦岭生态环境整治
工作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同志
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

就是决定的因素。”包括秦岭专
项整治在内的生态环保防治攻
坚战，是一项任务重、时间紧、难
度大的苦战、硬战。任务越艰
巨，责任越重大，越要抓“关键少
数”这个根本。

舍我其谁勇担当要看“关键
少数”。秦岭违建问题形成原因
复杂，涉及诸多矛盾、诸多利
益。这就要求“关键少数”既要
有解决问题的本领和水平，又要
有敢动真、敢碰硬的勇气和担
当，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
用，不断夯实主体责任，主动作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
做好表率转作风要看“关键

少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生态环境
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秦岭
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归根到底
暴露了一些干部政治上、作风上
和法制观念、行政业务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是要坚持以上率下，抓好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向“庸懒
散慢虚”等作风顽疾开刀，教育
广大干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脚
踏实地做好整治工作。

不折不扣抓落实要看“关

键少数”。真抓才能攻坚克难，
实干才能落地见效。实践证
明，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措施要
求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
干部。目前专项整治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面临的任务还
很艰巨。下一步，我们要更进
一步坚定信心，夯实生态环境
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兼顾，突出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这条主
线，发起总攻、尽锐出战，咬住
不放、各个击破，不留尾巴、全
面完成，使专项整治工作赢得
新的更大的胜利。

据《陕西日报》

本报讯（杨丹 记者文晨）
10月 10日，在西安市长安区南
五台风景林场康峪沟内，郁郁葱
葱的白皮松整齐排列，从半山腰
一直延伸到山顶，与周围繁茂的
山间林木融为一体，为秦岭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里9月中旬就已完成复
绿，共栽植白皮松942株。”五台
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宋军介绍
说，8月26日、27日他们对五台
风景林场康峪沟内违建别墅进
行拆除，拆除面积863平方米，并
即时进行覆土和复绿。

“我们发动干部群众，全面
加强复绿点的巡查和管护，共同
保护大西安的天然氧吧。”五台
街道新农村村委会主任吴明星
介绍说，康峪沟内设有林场管护

站，工作人员每天上山巡查，每
日记录巡查日记，齐心协力保护
这片山林。

在南五台景区门口已经覆
土的违建点上，几名工人正在
播撒草籽。洒水车即时跟进，
为绿草的返青营造良好墒情。

“我们在这里播撒了三叶草草
籽 80千克，后期还要在外围栽
植棕树1000株。”五台街道办党
政办主任张卫华介绍说，景区
门口是景区的“门面”,必须保持
整洁、美丽。

截至10月9日，长安区共拆
除违建721宗、72.5万平方米，15
个别墅类项目拆除工作已全部
启动，累计拆除违建别墅281栋
356套、17.69万平方米。同时，
全面推进违建拆除、垃圾清运、

土地复耕复绿三项工作同步实
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

成专项整治任务，真正还秦岭以
宁静、和谐、美丽。

长安区全速跟进拆违复绿
林场管护人员每日巡查

昨日长安区南五台风景林场康峪沟别墅违建拆除后复绿
本报记者王晓峰摄

陕西近20万公职人员
参加学法用法考试

本报讯（李晓惠记者石喻涵）为全
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学习宣
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通知精神，10月10日、11日，中共陕
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普法
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教育厅，省
司法厅等六部门联合举办了陕西省国
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试。

全省各级公务员、参公管理和事业
单位人员、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近20
万人参加了本次学法用法考试。记者
了解到，这是陕西近年来第三次大范围
组织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试。

据了解，9月26日，省委普法办在
全省各级机关组织进行了模拟考试；10
月10日、11日两天正式考试后，还将在
10月18日、19日针对因故未参加考试
的人员进行补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破解难题要抓“关键少数”

保卫秦岭山水守护美丽家园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
领导干部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龙飞）10月10日，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学习会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长兴
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学好用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
努力做在新时代具有新担当新作为的
好干部，不断推动新时代我省宣传思想
工作守正创新、再上水平。

会议指出，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单
位要深入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
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以新担当新作为努
力履职尽责。要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工
作的主动性、系统性、协同性，提高政治
站位，加强阵地建设管理，强化干部队
伍管理，严肃监督问责，履行好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

庄长兴表示，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
单位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树牢“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坚决维护”。要认真
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意见的精神，
树立崇尚实干、敢于担当的工作导向；
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坚决纠
正“四风”；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
和省属国有文化企业有关负责人、列入
省委宣传部管理的重要岗位和重要宣
传舆论阵地领导干部等200多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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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改革
将在全国推开
首批涉106个事项

据新华社电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国推开“证
照分离”改革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落实“证
照分离”改革要求，进一步厘清政府与
市场关系，全面改革审批方式，精简涉
企证照，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创新
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充分释
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2018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
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0月
1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
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
划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
治关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
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
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
全提供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
铁路，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
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
的汇报。

会议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
工程。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
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
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修复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
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
能；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
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能力；实施地
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提
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
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
程体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实好

“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
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工
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
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
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

警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
装备现代化工程，加大关键技术
攻关力度，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
业化技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
路，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
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是
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
重大举措。要把握好科学规划、
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全可靠
的总体思路，加强统一领导，加
强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建设运营
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和青
藏铁路精神，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嘉）为创新
开展我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
设工作，大力推动我省小微企业
发展，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
政厅决定面向小微企业发放服
务补贴券，并印发《陕西省小微
企业服务补贴券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
券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服务补贴券是补助小微企业购
买相关专业服务的支付凭证。
服务补贴券补助资金每年从省
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
支安排。小微企业通过申领服
务补贴券用于抵扣签约服务机

构的部分服务费用。服务补贴
券实行记名发放、登记使用、备
案管理，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购买
约定的社会化服务事项，不得转
让、流通和挪作他用。

补贴服务内容包括培训服
务、市场服务、创业服务、管理咨
询服务、信息化服务、融资服务、

技术创新服务以及面向小微企
业提供所需的其他服务。服务
补助额度为2000元到20000元
不等，单个小微企业年度领取服
务券总额不超过 2万元。每个
项目可使用的服务补贴券金额
不超过当年企业与签约服务机
构签约服务合同金额的50%。

我省向小微企业发放服务补贴券
补助额度为2000元到20000元不等

当前，秦岭北麓违建专项整
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关键少
数”发挥着更加举足轻重的作
用。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
作风、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直接
影响着秦岭专项整治和生态环
境治理的成效。坚决打赢秦岭
保卫战，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一系列难题，就要抓好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

破解难题抓“关键少数”，既
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
是我们开展秦岭生态环境整治
工作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同志
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

就是决定的因素。”包括秦岭专
项整治在内的生态环保防治攻
坚战，是一项任务重、时间紧、难
度大的苦战、硬战。任务越艰
巨，责任越重大，越要抓“关键少
数”这个根本。

舍我其谁勇担当要看“关键
少数”。秦岭违建问题形成原因
复杂，涉及诸多矛盾、诸多利
益。这就要求“关键少数”既要
有解决问题的本领和水平，又要
有敢动真、敢碰硬的勇气和担
当，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
用，不断夯实主体责任，主动作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
做好表率转作风要看“关键

少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生态环境
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秦岭
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归根到底
暴露了一些干部政治上、作风上
和法制观念、行政业务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是要坚持以上率下，抓好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向“庸懒
散慢虚”等作风顽疾开刀，教育
广大干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脚
踏实地做好整治工作。

不折不扣抓落实要看“关

键少数”。真抓才能攻坚克难，
实干才能落地见效。实践证
明，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措施要
求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
干部。目前专项整治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面临的任务还
很艰巨。下一步，我们要更进
一步坚定信心，夯实生态环境
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兼顾，突出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这条主
线，发起总攻、尽锐出战，咬住
不放、各个击破，不留尾巴、全
面完成，使专项整治工作赢得
新的更大的胜利。

据《陕西日报》

本报讯（杨丹 记者文晨）
10月 10日，在西安市长安区南
五台风景林场康峪沟内，郁郁葱
葱的白皮松整齐排列，从半山腰
一直延伸到山顶，与周围繁茂的
山间林木融为一体，为秦岭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里9月中旬就已完成复
绿，共栽植白皮松942株。”五台
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宋军介绍
说，8月26日、27日他们对五台
风景林场康峪沟内违建别墅进
行拆除，拆除面积863平方米，并
即时进行覆土和复绿。

“我们发动干部群众，全面
加强复绿点的巡查和管护，共同
保护大西安的天然氧吧。”五台
街道新农村村委会主任吴明星
介绍说，康峪沟内设有林场管护

站，工作人员每天上山巡查，每
日记录巡查日记，齐心协力保护
这片山林。

在南五台景区门口已经覆
土的违建点上，几名工人正在
播撒草籽。洒水车即时跟进，
为绿草的返青营造良好墒情。

“我们在这里播撒了三叶草草
籽 80千克，后期还要在外围栽
植棕树1000株。”五台街道办党
政办主任张卫华介绍说，景区
门口是景区的“门面”,必须保持
整洁、美丽。

截至10月9日，长安区共拆
除违建721宗、72.5万平方米，15
个别墅类项目拆除工作已全部
启动，累计拆除违建别墅281栋
356套、17.69万平方米。同时，
全面推进违建拆除、垃圾清运、

土地复耕复绿三项工作同步实
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

成专项整治任务，真正还秦岭以
宁静、和谐、美丽。

长安区全速跟进拆违复绿
林场管护人员每日巡查

昨日长安区南五台风景林场康峪沟别墅违建拆除后复绿
本报记者王晓峰摄

陕西近20万公职人员
参加学法用法考试

本报讯（李晓惠记者石喻涵）为全
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学习宣
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通知精神，10月10日、11日，中共陕
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普法
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教育厅，省
司法厅等六部门联合举办了陕西省国
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试。

全省各级公务员、参公管理和事业
单位人员、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近20
万人参加了本次学法用法考试。记者
了解到，这是陕西近年来第三次大范围
组织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试。

据了解，9月26日，省委普法办在
全省各级机关组织进行了模拟考试；10
月10日、11日两天正式考试后，还将在
10月18日、19日针对因故未参加考试
的人员进行补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破解难题要抓“关键少数”

保卫秦岭山水守护美丽家园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
领导干部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龙飞）10月10日，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学习会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长兴
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学好用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
努力做在新时代具有新担当新作为的
好干部，不断推动新时代我省宣传思想
工作守正创新、再上水平。

会议指出，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单
位要深入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
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以新担当新作为努
力履职尽责。要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工
作的主动性、系统性、协同性，提高政治
站位，加强阵地建设管理，强化干部队
伍管理，严肃监督问责，履行好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

庄长兴表示，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
单位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树牢“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坚决维护”。要认真
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意见的精神，
树立崇尚实干、敢于担当的工作导向；
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坚决纠
正“四风”；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

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
和省属国有文化企业有关负责人、列入
省委宣传部管理的重要岗位和重要宣
传舆论阵地领导干部等200多人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