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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口子酒业西安福禄吉祥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口子酒业（（股票代码股票代码：：603589603589））陕陕

西地区唯西地区唯一一一一家经销商家经销商，，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充盈的运营资本和丰富的充盈的运营资本和丰富的

行销经验行销经验。。真诚邀请有理想有追求的你加入我们真诚邀请有理想有追求的你加入我们！！高薪就在眼前高薪就在眼前，，你还等什么你还等什么？？

■业务主管：6名，2年以上酒类或快消品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薪资待遇
5000~7000元，外加年终销售提成奖励；

■大客户部业务员：30名，女，4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负责维护开
发单位，个人大客户业务，有相关经验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
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流通部、酒店部业务员：50名，男，4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有相关经验
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成，月均收入5000~9000元（工资上不封顶）；

■促销员（急招）：80名，女，45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
2300元+全勤200+交通补助200+话费补助200元，月均收入3500~5000
元。（商超促销员、流通促销员、酒店促销员）

■年度带薪免费旅游~~过节费、年终奖~~试用期后购买五险~~免费提
供中晚餐

■销售员1-3个月人均收入4000~6000元
■半年后人均收入6000~1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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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地区经销商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地区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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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区食药监局
行政审批“无假日”

资料审核从45分钟缩短至15分钟，提
交材料从15项缩减至4项、办证时间从20
个工作日缩短至12个工作日……记者了解
到，今年5月以来，未央区食药监局推行行
政审批“5+2”、“无假日”制度，365天行政审
批不断档，初步实现“跑多次”是例外、“不跑
腿”和“跑一次”是常态。这只是未央区优化
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以“金牌
店小二”和“五星级服务员”为标准，竭力“让
群众好办事，为群众办好事”。

流程“应减必减”让办事更易

“没想到会这么快！真的是审批快、环
节少、服务佳。”国庆期间，马先生到未央区
食药监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申报到资
料受理仅用了15分钟，办完业务他不断称
赞。未央区食药监局驻政务中心服务大厅
负责人李开山介绍，为了方便百姓办事，窗
口准备了复印机和表格，从材料申报到审核
都有工作人员帮忙，他们坚持“应减必减”原
则，建立“承诺+容缺”制度，简化许可资料；
在西安率先落实药品零售经营许可事项取
消经营场所面积要求、取消勘址工作、“换证

承诺制”等利企便民新举措。
同时，积极打造便民直通车，探索食品

药品许可手机预约办证服务，在政务大厅设
置了免费代办、引导咨询台、自助查询终端、
办事指南二维码等，经营户可通过电脑、手
机随时随地上传资料。

行政审批“无假日”让群众少跑腿

“我们推行行政审批‘无假日’制度以
来，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里交最少的材料，
已经实现了当场受理、当场办结。”未央区食
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小玲介绍，该局搭
载“互联网+”平台，不断提高许可办证效率，
在做实“有备来”，不让群众“盲目跑”的基础
上积极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编制了“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容缺”事项
目录清单等5项配套清单，将事项名称、办
理主体、办理依据、办理条件、办理时限、收
费依据和服务表格等涉及权责清单事项共
137项，全部予以公示，同时，整合科队所职
责，将小餐饮经营备案及流通环节现场核查
等职能下放到基层监管所，大大提高了许可
效率。 本报记者张艳芳

昨天上午，省扶贫办、省政府新闻办举
办“陕西省2018年脱贫攻坚情况”主题系列
首场新闻发布会。来自省发改委、省人社
厅、省农业厅、省住建厅、省国土资源厅五个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分别晒出相关领域的脱
贫攻坚成绩单。

省发展改革委建立了成员单位各司其
职、统筹推进的协作机制和省市县三级联
动、系统作战的工作机制；制定了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和《退出标准》；对
全省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水、电、路建设任务
进行认真核查；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下达
通村公路“油返砂”整治、深度贫困村通组路
和农村饮水项目资金计划83.18亿元。截至
9月30日，全省建制村通畅工程已全部完成；
完成“油返砂”整治8128.3公里、深度贫困村
通组路1963.6公里；23个摘帽县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90%以上，101.7万人、3303个村饮水
安全达到退出标准，电力入户率、自然村通
动力电均达到100%。

省人社厅精准帮扶贫困劳动力就业创

业。截至9月底，全省扶持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26.4万人、自主创业6000人、免费技能
培训 12.5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83.8%、133.3%、273.5%。省人社厅鼓励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创业人员在贫困地区建设
社区工厂。目前全省共创建社区工厂 535
个，其中今年新建社区工厂 259 个，吸纳
7713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认定就业扶贫基地
729家，吸纳贫困劳动力1.4万人，带动其他
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10万多人；鼓励支持各
类培训、教育机构加大贫困劳动力培训力
度，截至三季度末，全省共有12.5万名贫困
劳动力参加免费技能培训。

省农业厅抓产业覆盖，建成滚动式、竞
争性产业扶贫项目库，全省产业脱贫户长线
产业覆盖率达到85.7%；加大对新型经营主
体带贫激励的政策支持，全省近1.4万家市
场主体稳定带动44.8万贫困户实现增收；完
善贫困地区电商销售服务体系，借助大集团
销售网络，推进陕西农产品“借船出海”；加
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建设。截至8月底，全省成立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7510个，其中贫困县成立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4594个；全省5397个贫困村成立了
集体经济组织，占贫困村总数的91.5%。

省住建厅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作为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抓手，统筹规划、
精准施策。截至9月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开工7.8万户，开工率为100%；竣工
7.74万户，竣工率为99.15%。同时，省住建
厅还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安全、竣工验收等
环节工作程序，开发建设了陕西省农村危房
改造信息监管平台，精准监管，查漏补缺，层
层夯实工作责任。

省国土资源厅完善政策体系，强化保障
措施，经过两年努力，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截至8月底，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已开工28.45万套，开工
率为 100%；竣工 25.14 万套，竣工率为
88.50%，今年年底有望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
任务。

本报记者石喻涵

昨日，省政府网站公布了《陕西省铁腕
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
2020年）（修订版）》，将以关中地区为重点，
深入推进铁腕治霾、科学治霾、协同治霾；狠
抓重污染天气应对，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幅减少，颗粒物浓度明显降低，重污染天
数明显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
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

相较于今年4月出台的原《方案》，此次
修订版《方案》工作目标明确，到2020年，全
省设区市优良天数比率和PM2.5浓度完成
国家下达目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较
2015年下降25%以上。

《方案》还明确，新增天然气量优先用于
城镇居民和关中地区的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
替代，重点支持关中地区实现“增气减煤”。

根据《方案》，我省将积极调整运输结
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在优化调整货物运
输结构方面，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推动
铁路货运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
运，建立过境柴油货车避让西安绕城高速公
路制度，发展关中城际轨道交通。明确自
2019年7月1日起，关中地区提前实施国六
排放标准。 本报记者文晨

我省铁腕治霾力度再加大

重点支持关中地区“增气减煤”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知识产
权创新峰会开幕式暨特邀报告会举行，
为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计
大赛获奖代表进行颁奖，同时启动了
2018年大赛。

每年都有由于交通事故伤亡的，其
中闯红灯是一个重大的因素，陕西科技
大学孙元浩设计的The Stop发光的斑
马线可大大降低交通事故，并获得了
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计大
赛概念组一等奖。The Stop发光的斑
马线采用投影的原理，漆黑的夜晚，当
红绿灯是红色时，斑马线显示红色，给
行人以危险提示，车辆减速提示，红绿
灯为绿色时，给予行人安全通行提示。

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
计大赛以“创新创造改变生活，知识产
权竞争未来”为主题，共征集作品6900
余件，涉及工业产品类、绿色生活类、
建筑设计类、3D打印定向设计、文创
类定向设计五个方向，最终评选出38
件获奖作品和 10 个优秀组织奖。
2018年大赛将继续面向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科技企业的创新设计团队及
个人、各类设计单位等，征集工业产
品、绿色生活、文化创意类及企业定向
需求类产品。

“丝路·星”
创新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嘉）10月11日，由
西安市政府主办，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指
导，知识产权出版社、碑林区政府承办
的西安知识产权创新峰会开幕式暨特
邀报告会在西安创新设计中心举行。
共同探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保障创
新、服务创新的有效路径。

此次峰会作为“2018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西安会场”的重要活
动之一，以“倡导创新文化、保护知识产
权”为主题，还将举办高校圆桌会议、知
识产权金融创新论坛、AI+知识产权创
新论坛、区块链+知识产权论坛以及知
识产权创新展，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知识产权运营综合新平台，走出

“知识产权+金融+AI+区块链”跨界融
合新路子，共同探寻知识产权促进创
新、保障创新、服务创新的有效路径，打
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西安举办知识产权
创新峰会

昨日，省政府网站公布《陕西省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
和《落实〈陕西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三年行
动方案（2018—2020年）〉追责问责办法》。

根据《方案》，我省将对全省2013年以来
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和公路隧道安全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到2020年底全部完成道路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安全隐患治理任务。

严格驾驶人管理，对交通违法记满 12
分、有酒后驾驶或一年内有3次以上超速等
严重违法记录的驾驶人，定期对外公布，及
时严格依法处罚。每年将有针对性地开展
3-5次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2018
年底前，在高速公路重点路段试行客货车分
道行驶，改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

《方案》要求，加快推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信息化建设。2018年底前建成省级交通安全
指挥中心及“三客两危一隧道”智能监管平台，
实现对全省道路交通的网上调度指挥、交通违
法行为的精准识别打击、重点车辆和驾驶人的
科学管理，特别是要实现对我省和进入我省
的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的实时精准管控、违
法行为的精准查处。2020年底前，各市、县、
区建成交通安全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文晨

年底前建成省级交通安全指挥中心

我省脱贫攻坚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举行

五部门晒脱贫攻坚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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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单位，个人大客户业务，有相关经验者可放宽。底薪3800元+业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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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区食药监局
行政审批“无假日”

资料审核从45分钟缩短至15分钟，提
交材料从15项缩减至4项、办证时间从20
个工作日缩短至12个工作日……记者了解
到，今年5月以来，未央区食药监局推行行
政审批“5+2”、“无假日”制度，365天行政审
批不断档，初步实现“跑多次”是例外、“不跑
腿”和“跑一次”是常态。这只是未央区优化
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以“金牌
店小二”和“五星级服务员”为标准，竭力“让
群众好办事，为群众办好事”。

流程“应减必减”让办事更易

“没想到会这么快！真的是审批快、环
节少、服务佳。”国庆期间，马先生到未央区
食药监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申报到资
料受理仅用了15分钟，办完业务他不断称
赞。未央区食药监局驻政务中心服务大厅
负责人李开山介绍，为了方便百姓办事，窗
口准备了复印机和表格，从材料申报到审核
都有工作人员帮忙，他们坚持“应减必减”原
则，建立“承诺+容缺”制度，简化许可资料；
在西安率先落实药品零售经营许可事项取
消经营场所面积要求、取消勘址工作、“换证

承诺制”等利企便民新举措。
同时，积极打造便民直通车，探索食品

药品许可手机预约办证服务，在政务大厅设
置了免费代办、引导咨询台、自助查询终端、
办事指南二维码等，经营户可通过电脑、手
机随时随地上传资料。

行政审批“无假日”让群众少跑腿

“我们推行行政审批‘无假日’制度以
来，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里交最少的材料，
已经实现了当场受理、当场办结。”未央区食
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小玲介绍，该局搭
载“互联网+”平台，不断提高许可办证效率，
在做实“有备来”，不让群众“盲目跑”的基础
上积极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编制了“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容缺”事项
目录清单等5项配套清单，将事项名称、办
理主体、办理依据、办理条件、办理时限、收
费依据和服务表格等涉及权责清单事项共
137项，全部予以公示，同时，整合科队所职
责，将小餐饮经营备案及流通环节现场核查
等职能下放到基层监管所，大大提高了许可
效率。 本报记者张艳芳

昨天上午，省扶贫办、省政府新闻办举
办“陕西省2018年脱贫攻坚情况”主题系列
首场新闻发布会。来自省发改委、省人社
厅、省农业厅、省住建厅、省国土资源厅五个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分别晒出相关领域的脱
贫攻坚成绩单。

省发展改革委建立了成员单位各司其
职、统筹推进的协作机制和省市县三级联
动、系统作战的工作机制；制定了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和《退出标准》；对
全省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水、电、路建设任务
进行认真核查；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下达
通村公路“油返砂”整治、深度贫困村通组路
和农村饮水项目资金计划83.18亿元。截至
9月30日，全省建制村通畅工程已全部完成；
完成“油返砂”整治8128.3公里、深度贫困村
通组路1963.6公里；23个摘帽县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90%以上，101.7万人、3303个村饮水
安全达到退出标准，电力入户率、自然村通
动力电均达到100%。

省人社厅精准帮扶贫困劳动力就业创

业。截至9月底，全省扶持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26.4万人、自主创业6000人、免费技能
培训 12.5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83.8%、133.3%、273.5%。省人社厅鼓励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创业人员在贫困地区建设
社区工厂。目前全省共创建社区工厂 535
个，其中今年新建社区工厂 259 个，吸纳
7713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认定就业扶贫基地
729家，吸纳贫困劳动力1.4万人，带动其他
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10万多人；鼓励支持各
类培训、教育机构加大贫困劳动力培训力
度，截至三季度末，全省共有12.5万名贫困
劳动力参加免费技能培训。

省农业厅抓产业覆盖，建成滚动式、竞
争性产业扶贫项目库，全省产业脱贫户长线
产业覆盖率达到85.7%；加大对新型经营主
体带贫激励的政策支持，全省近1.4万家市
场主体稳定带动44.8万贫困户实现增收；完
善贫困地区电商销售服务体系，借助大集团
销售网络，推进陕西农产品“借船出海”；加
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建设。截至8月底，全省成立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7510个，其中贫困县成立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4594个；全省5397个贫困村成立了
集体经济组织，占贫困村总数的91.5%。

省住建厅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作为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抓手，统筹规划、
精准施策。截至9月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开工7.8万户，开工率为100%；竣工
7.74万户，竣工率为99.15%。同时，省住建
厅还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安全、竣工验收等
环节工作程序，开发建设了陕西省农村危房
改造信息监管平台，精准监管，查漏补缺，层
层夯实工作责任。

省国土资源厅完善政策体系，强化保障
措施，经过两年努力，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截至8月底，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已开工28.45万套，开工
率为 100%；竣工 25.14 万套，竣工率为
88.50%，今年年底有望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
任务。

本报记者石喻涵

昨日，省政府网站公布了《陕西省铁腕
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
2020年）（修订版）》，将以关中地区为重点，
深入推进铁腕治霾、科学治霾、协同治霾；狠
抓重污染天气应对，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幅减少，颗粒物浓度明显降低，重污染天
数明显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
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

相较于今年4月出台的原《方案》，此次
修订版《方案》工作目标明确，到2020年，全
省设区市优良天数比率和PM2.5浓度完成
国家下达目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较
2015年下降25%以上。

《方案》还明确，新增天然气量优先用于
城镇居民和关中地区的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
替代，重点支持关中地区实现“增气减煤”。

根据《方案》，我省将积极调整运输结
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在优化调整货物运
输结构方面，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推动
铁路货运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
运，建立过境柴油货车避让西安绕城高速公
路制度，发展关中城际轨道交通。明确自
2019年7月1日起，关中地区提前实施国六
排放标准。 本报记者文晨

我省铁腕治霾力度再加大

重点支持关中地区“增气减煤”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知识产
权创新峰会开幕式暨特邀报告会举行，
为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计
大赛获奖代表进行颁奖，同时启动了
2018年大赛。

每年都有由于交通事故伤亡的，其
中闯红灯是一个重大的因素，陕西科技
大学孙元浩设计的The Stop发光的斑
马线可大大降低交通事故，并获得了
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计大
赛概念组一等奖。The Stop发光的斑
马线采用投影的原理，漆黑的夜晚，当
红绿灯是红色时，斑马线显示红色，给
行人以危险提示，车辆减速提示，红绿
灯为绿色时，给予行人安全通行提示。

2017年陕西省“丝路·星”创新设
计大赛以“创新创造改变生活，知识产
权竞争未来”为主题，共征集作品6900
余件，涉及工业产品类、绿色生活类、
建筑设计类、3D打印定向设计、文创
类定向设计五个方向，最终评选出38
件获奖作品和 10 个优秀组织奖。
2018年大赛将继续面向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科技企业的创新设计团队及
个人、各类设计单位等，征集工业产
品、绿色生活、文化创意类及企业定向
需求类产品。

“丝路·星”
创新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嘉）10月11日，由
西安市政府主办，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指
导，知识产权出版社、碑林区政府承办
的西安知识产权创新峰会开幕式暨特
邀报告会在西安创新设计中心举行。
共同探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保障创
新、服务创新的有效路径。

此次峰会作为“2018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西安会场”的重要活
动之一，以“倡导创新文化、保护知识产
权”为主题，还将举办高校圆桌会议、知
识产权金融创新论坛、AI+知识产权创
新论坛、区块链+知识产权论坛以及知
识产权创新展，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知识产权运营综合新平台，走出

“知识产权+金融+AI+区块链”跨界融
合新路子，共同探寻知识产权促进创
新、保障创新、服务创新的有效路径，打
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西安举办知识产权
创新峰会

昨日，省政府网站公布《陕西省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
和《落实〈陕西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三年行
动方案（2018—2020年）〉追责问责办法》。

根据《方案》，我省将对全省2013年以来
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和公路隧道安全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到2020年底全部完成道路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安全隐患治理任务。

严格驾驶人管理，对交通违法记满 12
分、有酒后驾驶或一年内有3次以上超速等
严重违法记录的驾驶人，定期对外公布，及
时严格依法处罚。每年将有针对性地开展
3-5次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2018
年底前，在高速公路重点路段试行客货车分
道行驶，改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

《方案》要求，加快推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信息化建设。2018年底前建成省级交通安全
指挥中心及“三客两危一隧道”智能监管平台，
实现对全省道路交通的网上调度指挥、交通违
法行为的精准识别打击、重点车辆和驾驶人的
科学管理，特别是要实现对我省和进入我省
的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的实时精准管控、违
法行为的精准查处。2020年底前，各市、县、
区建成交通安全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文晨

年底前建成省级交通安全指挥中心

我省脱贫攻坚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举行

五部门晒脱贫攻坚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