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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窗口建设
强化制度运行

该局认真落实上级要求，实
行注册登记窗口一站式办理。
统一制作干部身份卡或桌牌，设
置服务评价器，公开窗口工作人
员姓名、职务、职责等内容，多渠
道亮身份、多方位树形象，强化
自我约束，接受群众监督。在窗
口设立电子显示屏、公开栏、发
放便民服务手册等，公开服务内
容、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和办结

时限，畅通群众办事渠道。深入
实施限时办理、预约服务、延时
服务等便民服务制度，推动登记
制度改革高效运行。

启动网上办照
拓展登记渠道

该县广泛宣传各项登记制
度改革新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
新举措，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在实
际登记中，全面推行互联网+政
务服务，实施网上办事和全程电

子化、微信、口述办照工作，实行
“网上申请—外网预审—窗口交
验—领取执照”新流程，方便申
请人网上或手机上完成市场主
体名称核准、设立登记申报等相
关工商登记手续，形成了网上申
请、网上审核、现场交验材料、当
场核发营业执照的登记办照新
模式，实现了登记办照“面对面”
向“键对键”的拓展，提高了办事
效率，方便了办事群众，降低了
市场开办者的制度性成本。

加强登记指导
提升服务水平

略阳县健全咨询一次讲清、
表格一次发清、材料一次收清、
受理一次审清、手续一次办清和
指导确定企业名称、草拟企业章
程、填写登记表格、确定经营范
围、确定公司类型等“五清五指
导”服务体系，确定咨询、受理、
录入、发照全部流程为一人负
责，加快了工作进程，窗口办事
时间控制在 3个工作日内。同
时，统一制作多表合一、简洁好

用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等样本，由登记人员向办事群众
讲解填什么、怎么填、哪些必填、
哪些选填等内容，指导办事群众
快捷、准确完善申请资料，减少
办理时间。

开辟绿色通道
助力脱贫攻坚

略阳县市场监管局坚持把
业务工作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
做到两促进、两不误。在注册窗
口开辟绿色通道，专为前来办理
企业、个体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登记注册的贫困群众提供材料
准备、表格填写、信息录入等“一
对一”的帮助服务。今年以来，
共为贫困户当场办结各类市场
主体设立登记 85户，变更登记
120户，注销登记 150户。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位居汉中
市前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
发展，有力推动了全县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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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永

略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凝心聚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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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略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省、市安排部署，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开展注册资本登记制度、企业名称登记制度、住所（经营场
所）、年检改年报、企业“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一照一码”以及先照后证、简易注销等改革事项，推出网上登记、
微信和口述办照、全程电子化等工商登记便利化举措，建立了“宽进严管”的管理体系，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明显成效。

全县市场主体连年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企业增速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2015年至2017年，分别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29户、
932户和1208户，同比增长20.50%、27.85%和29.61%；今年，已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947户。

本报讯（记者张利平）晚秋
时节，金色的稻浪散发着丰收的
喜悦。在秦岭终南山下的焦岱
镇荣家沟稻荷田园基地迎来了
一场最炫丽的“稻田丰收宴”。
11月 3日，“秋染中国·赏西安
——蓝田终南丰收稻宴暨乡村

民宿发展论坛”活动在白鹿原影
视城王府民宿酒店成功举行。
据悉，蓝田县在开展秦岭北麓拆
除违建及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
中，按照“大水大绿大湿地”目
标，做好山水诗画美文章，让昔
日裸露的“矿山”变成绿色“林

带”、满目疮痍的“砂场”变成诗
画“稻荷田”、漫天尘烟的“砖厂”
变成香飘“果园”，走出了一条秦
岭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
共赢之路。

近年来，蓝田县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建设发展的
根本遵循，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
生态和历史人文及交通区位优
势，打造了独具蓝田特色的精品
民宿，现已形成了创客民宿、温泉
民宿、养老民宿、写生民宿等十大
类三十余家中高端民宿精品酒
店。在乡村民宿论坛中，来自省
内外的行业设计专家、学者及民
宿业界代表围绕如何擦亮乡村民
宿发展的“金招牌”，全力厚植绿
色发展的“财富仓”等主题，为蓝
田乡村民宿发展提供了依据、指
明了方向、开具了良方。通过搭
建合作交流平台，实现多领域资

源互通，以民宿为支点，开拓蓝田
城乡建设的新局面。

论坛会后，与会嘉宾共赴焦
岱镇荣家沟稻荷田园基地，举行
蓝田终南丰收稻宴活动。据悉，
稻荷田园基地项目规划占地约
4000亩，已建成了梦里稻乡体验
板块700亩，诗意荷田休闲板块
200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形成
集产业示范、农耕体验、科普教
育、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养老度
假等功能于一身的田园综合体。
随着开镰仪式的举行，以田园农
耕文化为背景，结合当地特色餐
饮文化，歌颂农民，歌颂劳动，传
播“敬农惜粮”的文艺汇演精彩登
场，文艺工作者用轻盈的舞步演
绎了农事活动的文化精髓，倡导
珍惜每一粒稻谷，不浪费一粒粮
食的中华传统文明，为丰收稻宴
活动营造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张利平摄

“蓝田终南丰收稻宴暨乡村民宿发展论坛”举行

“稻田丰收宴”炫秦岭

八旬老人摆地摊卖钩花
11月2日早上，在西安咸宁

路上，张奶奶的地摊前不少人在
围观，而她在招呼主顾的同时，
还不忘手指翻飞继续钩着手里
的花。

今年80岁的张奶奶已经退
休多年，每个月还有 5000元左
右的工资，可她在家闲不住，一
有时间就钩织一些棉鞋、凉拖
鞋、杯套等钩织品拿到街头售
卖，她说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
爱好。

张奶奶上世纪60年代毕业

于辽宁大学，之后到鞍山市教育
局工作，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支
援大西北，与丈夫一起来到西
安。一晃 50多年过去了，虽然
现在她已退休多年，可依旧放不
下自己的爱好，那就是“钩织”。
在批发市场买好材料后，张奶奶
一有时间就开始钩织，一双棉鞋
需要一天时间才能钩织好，在街
头可以卖到40元。钩织一双凉
鞋需要半天时间，能卖到30元。
如果凉鞋上加有装饰品，还能多
卖5元。 本报记者李佳 市民购买钩织拖鞋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本报汉中讯（记者陈卫平）11月3
日下午2点35分许，汉中市汉台区中心
广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
车与多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 2人死
亡、5人不同程度受伤。

据现场一位目击者称，事发时，一
辆车牌号为陕F51061的105路公交车
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后，又与路旁多
辆小车发生激烈碰撞。据了解，肇事公
交车是从城固机场开往汉中火车站的
105路公交车，经兴汉路进入人民路转
盘时发生事故。公交车驾驶员张某今
年59岁，事发时公交车内没有乘客，事
发后，张某被警方控制。记者从汉中市
交警支队了解到，事故共造成2人(1男
1女)死亡、5人(3女2男)受伤。事故发
生后，汉中市有关部门紧急启动交通事
故应急处置预案，成立现场指挥部和调
查组开展工作。截至记者发稿，事故原
因还在调查中。

汉中一公交车
连撞多车2死5伤

本报讯（记者张晟源）11月3日，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博览会的主
要活动之一的陕西优势特色农产品推介
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陕西
省、市、县政府、农业企业共同向国内外
客商推介苹果、羊乳、富硒茶、茯茶等产
品，并签订1.312亿元产品销售订单。

推介会由陕西省农业厅主办，采取
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结合的方式
进行，咸阳市、安康市、渭南市白水县政
府和咸阳天丰农业公司、白水兴华果蔬
公司、咸阳泾渭茯茶公司、圣唐乳业公
司等企业有关负责人先后走上舞台，介
绍了马栏红苹果、安康富硒产品、白水
苹果等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和泾渭茯茶、
圣唐羊奶粉等企业品牌产品。

销售签约环节，湖南细莫电子商贸
有限公司、随州神龙茶业根茶有限公
司、长沙新嘉涵食品有限公司、江苏南
京鲜颂达果品有限公司分别与安康市
紫阳县三生网络科技公司、安康市平利
县供销社、安康市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
科技开发公司、咸阳天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电商扶贫、夏秋粗茶及土特
产出口加工、芋产品购销、苹果供销订
单，订单总额达到1.312亿元。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陕西组织了
十余个市县的50余家优秀农业企业组
团参展，展销洛川苹果，眉县猕猴桃、泾
阳茯茶、汉中仙毫、商洛香菇、榆林红枣、
富平羊乳等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和合阳
红薯、山阳核桃、耀州花椒、榆林马铃薯、
沙苑红萝卜、柞水黑木耳、汉中大米、镇
巴香菇等地理标志农产品200多种。

陕西优势特色农产品
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 见习记者
李雨倩）11月1日，陕西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平利绞股蓝》二次评审会在西
安召开，来自知名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
专家，对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平
利绞股蓝》送审稿进行审定。专家组认
为，《平利绞股蓝》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设
计严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数据详
实，建议呈报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发布。

据了解，本次评审会，是根据《食品
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及陕西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管理相关要求，受省卫生
健康委委托，省卫计监督中心组织专家
对由平利县人民政府提出，平利县茶业
局、平利县卫计局起草申报的陕西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平利绞股蓝》报批稿
及编制说明进行二次评审。

《平利绞股蓝》标准
二次评审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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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和口述办照、全程电子化等工商登记便利化举措，建立了“宽进严管”的管理体系，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明显成效。

全县市场主体连年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企业增速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2015年至2017年，分别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29户、
932户和1208户，同比增长20.50%、27.85%和29.61%；今年，已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94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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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做好山水诗画美文章，让昔
日裸露的“矿山”变成绿色“林

带”、满目疮痍的“砂场”变成诗
画“稻荷田”、漫天尘烟的“砖厂”
变成香飘“果园”，走出了一条秦
岭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
共赢之路。

近年来，蓝田县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建设发展的
根本遵循，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
生态和历史人文及交通区位优
势，打造了独具蓝田特色的精品
民宿，现已形成了创客民宿、温泉
民宿、养老民宿、写生民宿等十大
类三十余家中高端民宿精品酒
店。在乡村民宿论坛中，来自省
内外的行业设计专家、学者及民
宿业界代表围绕如何擦亮乡村民
宿发展的“金招牌”，全力厚植绿
色发展的“财富仓”等主题，为蓝
田乡村民宿发展提供了依据、指
明了方向、开具了良方。通过搭
建合作交流平台，实现多领域资

源互通，以民宿为支点，开拓蓝田
城乡建设的新局面。

论坛会后，与会嘉宾共赴焦
岱镇荣家沟稻荷田园基地，举行
蓝田终南丰收稻宴活动。据悉，
稻荷田园基地项目规划占地约
4000亩，已建成了梦里稻乡体验
板块700亩，诗意荷田休闲板块
200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形成
集产业示范、农耕体验、科普教
育、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养老度
假等功能于一身的田园综合体。
随着开镰仪式的举行，以田园农
耕文化为背景，结合当地特色餐
饮文化，歌颂农民，歌颂劳动，传
播“敬农惜粮”的文艺汇演精彩登
场，文艺工作者用轻盈的舞步演
绎了农事活动的文化精髓，倡导
珍惜每一粒稻谷，不浪费一粒粮
食的中华传统文明，为丰收稻宴
活动营造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张利平摄

“蓝田终南丰收稻宴暨乡村民宿发展论坛”举行

“稻田丰收宴”炫秦岭

八旬老人摆地摊卖钩花
11月2日早上，在西安咸宁

路上，张奶奶的地摊前不少人在
围观，而她在招呼主顾的同时，
还不忘手指翻飞继续钩着手里
的花。

今年80岁的张奶奶已经退
休多年，每个月还有 5000元左
右的工资，可她在家闲不住，一
有时间就钩织一些棉鞋、凉拖
鞋、杯套等钩织品拿到街头售
卖，她说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
爱好。

张奶奶上世纪60年代毕业

于辽宁大学，之后到鞍山市教育
局工作，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支
援大西北，与丈夫一起来到西
安。一晃 50多年过去了，虽然
现在她已退休多年，可依旧放不
下自己的爱好，那就是“钩织”。
在批发市场买好材料后，张奶奶
一有时间就开始钩织，一双棉鞋
需要一天时间才能钩织好，在街
头可以卖到40元。钩织一双凉
鞋需要半天时间，能卖到30元。
如果凉鞋上加有装饰品，还能多
卖5元。 本报记者李佳 市民购买钩织拖鞋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本报汉中讯（记者陈卫平）11月3
日下午2点35分许，汉中市汉台区中心
广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
车与多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 2人死
亡、5人不同程度受伤。

据现场一位目击者称，事发时，一
辆车牌号为陕F51061的105路公交车
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后，又与路旁多
辆小车发生激烈碰撞。据了解，肇事公
交车是从城固机场开往汉中火车站的
105路公交车，经兴汉路进入人民路转
盘时发生事故。公交车驾驶员张某今
年59岁，事发时公交车内没有乘客，事
发后，张某被警方控制。记者从汉中市
交警支队了解到，事故共造成2人(1男
1女)死亡、5人(3女2男)受伤。事故发
生后，汉中市有关部门紧急启动交通事
故应急处置预案，成立现场指挥部和调
查组开展工作。截至记者发稿，事故原
因还在调查中。

汉中一公交车
连撞多车2死5伤

本报讯（记者张晟源）11月3日，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博览会的主
要活动之一的陕西优势特色农产品推介
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陕西
省、市、县政府、农业企业共同向国内外
客商推介苹果、羊乳、富硒茶、茯茶等产
品，并签订1.312亿元产品销售订单。

推介会由陕西省农业厅主办，采取
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结合的方式
进行，咸阳市、安康市、渭南市白水县政
府和咸阳天丰农业公司、白水兴华果蔬
公司、咸阳泾渭茯茶公司、圣唐乳业公
司等企业有关负责人先后走上舞台，介
绍了马栏红苹果、安康富硒产品、白水
苹果等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和泾渭茯茶、
圣唐羊奶粉等企业品牌产品。

销售签约环节，湖南细莫电子商贸
有限公司、随州神龙茶业根茶有限公
司、长沙新嘉涵食品有限公司、江苏南
京鲜颂达果品有限公司分别与安康市
紫阳县三生网络科技公司、安康市平利
县供销社、安康市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
科技开发公司、咸阳天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电商扶贫、夏秋粗茶及土特
产出口加工、芋产品购销、苹果供销订
单，订单总额达到1.312亿元。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陕西组织了
十余个市县的50余家优秀农业企业组
团参展，展销洛川苹果，眉县猕猴桃、泾
阳茯茶、汉中仙毫、商洛香菇、榆林红枣、
富平羊乳等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和合阳
红薯、山阳核桃、耀州花椒、榆林马铃薯、
沙苑红萝卜、柞水黑木耳、汉中大米、镇
巴香菇等地理标志农产品200多种。

陕西优势特色农产品
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 见习记者
李雨倩）11月1日，陕西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平利绞股蓝》二次评审会在西
安召开，来自知名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
专家，对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平
利绞股蓝》送审稿进行审定。专家组认
为，《平利绞股蓝》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设
计严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数据详
实，建议呈报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发布。

据了解，本次评审会，是根据《食品
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及陕西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管理相关要求，受省卫生
健康委委托，省卫计监督中心组织专家
对由平利县人民政府提出，平利县茶业
局、平利县卫计局起草申报的陕西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平利绞股蓝》报批稿
及编制说明进行二次评审。

《平利绞股蓝》标准
二次评审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