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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
“严一阵，好一阵”的管理“窠臼”何时能够真正突破

电视问政以曝
光部门懒政、不作
为，在西安市民中一
直有很高的关注度，
但每次曝光的问题
都解决了吗？被曝
光的政府部门,在今
后的工作中都采取
了什么措施更好地
为市民服务？昨晚，
第十期“问政时刻”
如约而至，麻辣“开
考”。2017年末以
及2018年初问政过
的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市商务局和市城
投集团主要负责人
现场“答题”，看看这
三个部门对所曝光
的问题采取的措施
与取得的成效如何。 问政现场 本报记者王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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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941970049，
简称甲方）和内蒙古秦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21MA0Q2FYP3U，简称乙方）的股东会决议及合并协议，现公告如下：

1、甲方吸收合并乙方，合并之前，甲方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乙方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吸收合并之后，甲方注册资本不变，乙方注销。

2、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甲方承继。请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甲乙双方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范中子
联系电话：029-89873359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路199号

公司合并公告

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秦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曝光回放】
2018年1月8日问政节目曝光了市城投集团很多问题，部

分问题在节目曝光之后很快得到整改。天然气问题，在半个
月之内被曝光小区就完成了天然气碰口改造。目前，天然气
公司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84个，新接通天然气2.6万户，今年
将预计完成改造4.2万余户；供暖问题，曝光后一个月内也得
到了改善；对于出租车拒载问题，城投集团加大问责力度，还
在全市公共交通系统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服务民生作风整顿大
提升活动，出租车公司也组建了雷锋车队；机动车停放的问
题，也引进了快捷自助扫码系统。

【探访整改】
记者回访时发现，在凤城五路，记者刚把车停下，就有人

来收费，而且只收现金。但在别的停车点就不存在这样的问
题。回访公交车问题，市公交总公司采购了2500辆纯电动大
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交问题，电动车比例在全国也排在前
列。但是，市公交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东
郊大学城，那边车次少、乘客多，有的车在始发站就已经坐满
了。对此，车辆调度站工作人员也知道车不够，但是表示自己
也没有什么办法。

【最新回应】
对于短片里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公交运力问题。市公

交总公司总经理翟长卫说，解决好大学生的出行问题是市公
交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年他们将把大学城作为重点开发
对象。他们在解决东部大学生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
难。东部大学城道路的特点是坡道多、弯道多。市公交公司8
月到9月已经联合长安大学提出一个方案，买了纯电动车，进
行了两个月的路测后发现，纯电动车下坡也存在安全隐患。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换车，他们回去后会积极争取
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的支持，重新购买特种车型方便东部大
学城广大学生的出行。今年争取完成采购，明年3月争取让
大学生坐上新车。

针对现场观众反映电动公交车提速快，乘坐不舒适，起
步不平稳，急刹车等问题。翟长卫回应说：传统公交车动
能提供靠发动机，车速提升是台阶式，电动公交车靠电能，
是线性增长的提速方式。驾驶员驾驶技能方面不存在问
题，我们将配合厂家进行技术革新，解决线性增长过快的
速度问题，并且教育驾驶员，平稳驾驶，让群众感到舒适、
稳当，补齐这个短板。

网友提问：42路公交车在庙坡头路的末班车时间是晚上
8点，但它上一站——大雁塔南广场却写的是晚上9点。500
路公交车在这几个站点标注的末班车时间也都不一样，这么
任性的标注，让外地人怎么坐车啊?翟长卫回答说：站牌问题，
是我们第一个短板，今年年初我们启动了新站牌的更换，统计
了1.6万余个路牌，并联系外语大学进行翻译，现在正在排版
阶段。此外我们还推出了电子站牌，之后肯定会对这方面作
出更完善的服务。

对于短片中提到北郊停车收费员的违规行为等问题，公
共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公司总经理杨海平表示，将加大考察力
度，去年总共检查收费员31万余次，处理发现违规4000余人，
后续有批评教育、处罚、办学习班等一系列的措施。像短片中
的情况属于重大违规，发现一次应该严格处理，同时将加大科
技创新，在平台上随时监控停车出入状况。

城投集团总经理李振高最后表示，我们的工作还有薄弱
的环节，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反映的问
题，我们全部认领立即整改，举一反三，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群众的满意度就是我们城投人的奋斗目标，我们将深入群众
当中，关注市民的热点、难点，一件一件落实办理。

本报记者李天娇

电视问政“回头望”

西安三部门整改怎么样

【曝光回放】
2017年11月8日播出的“问政时

刻”聚焦了市建委在房屋建设质量监
督、公共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监管、两类
企业与工地扬尘防治管理、美丽乡村
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探访整改】
去年问政结束后，市建委和各区

县建设部门开展了持续深入排查治
理，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加强处罚，加
强工装企业装修过程的监察，检查人
员每三天对工地进行一次巡查。数
据统计：去年以来，市建委先后处理了
各类质量问题 1200余起，处理率达
95%以上，加大了在建设过程中重点
环节的监督，对于违法违规行为顶格
处罚。

但记者探访时发现，仍然有一
些工地并没有严格落实，扬尘建设
有成效，但没有坚持，新开工的工地
更是成了“漏网之鱼”。此外，美丽

乡村建设有些地方存在卫生环境脏
乱，基础设施后期维护不到位，而管
理部门对于此类情况没有行之有效
的管理方法。

【最新回应】
“问政时刻”节目主持人提问，刚

才的短片里还涉及到“铁腕治霾”的问
题。上次问政后，记者对建委的工作
回访过一次，当时工地和两类企业的
整改效果都还不错。但现在看来，老
问题又死灰复燃了。想问问主管这
项工作的高省安副主任，“严一阵，好
一阵”的管理“窠臼”什么时候能够真
正突破？

对此，市建委副主任高省安回答
说，刚才短片里面曝光了两个企业，
出现抓一抓有改善，过一阵又反弹的
现象，他认为关键在于反复抓和抓反
复的韧劲不够，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
制度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还是处
罚的力度不大？这些问题都需要下

一步反复抓，得到夯实和解决，尤其
是要把制度和措施标准落地生根。
下一步，在抓好属地管理的同时，也
要对企业的责任主体进一步落实，
让企业充分地认识到，要把制度和
措施融入到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变
成一种常态化，成为一个标准的忠
实执行者。

市建委主任苗宝明回应说，过去
一年，他们做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改
进，但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在抓落实
的能力和干部作风方面还需提高。
他代表建委党组，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主要做到以下
三点：一，事不过夜，今天回去就开会
研究整改策略；二，全面反思建委主抓
的这几项工作，凝心聚力，想方设法，
夯实工作责任，尽快形成长效机制；
三，打造铁军，按照市委要求，履职尽
责，以钉钉子的精神，加快大西安的建
设发展。

【曝光回放】
去年12月8日“电视问政”曝光了

西安市商务系统在集贸市场提升改
造、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可再生资源回
收监管、治污减霾方面存在的工作漏
洞和作风短板。

【探访整改】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进行了

实地回访。据市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工
作人员介绍，电视问政后，市商务局开
展了全市再生资源大整治活动，今年
共出动检查人员3000余人，检查了近
900家再生资源网点，取缔了350家。
对于二手车商贩难监管的问题，市商
务局也开展了专项整治，确保二手车
销售规范。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
作风方面也进行了五个月的整治。如
今，整改情况是否能坚持下来？记者

在未央区贞观路市场，发现了新的问
题。这个市场存在用地问题，半年后
将要被取缔，但是市民的购物需求
依然存在。取缔市场给附近的市民
带来了新的苦恼，买东西不方便。
那么这个市场关闭后，如何解决附
近市民的切实需求呢？对于这个问
题，未央区经贸局工作人员却“简单
粗暴”回应说，没有市场，他们也没
有办法。

【最新回应】
现场，“问政时刻”主持人提问未

央区经济贸易局局长秦钊，刚才短
片的最后，未央区商务局的工作人
员说附近居民买菜不方便，他说也
没办法。那么农贸市场的规划工作
商务局有没有职责，怎么看工作人
员的这个说法？

秦钊回答说，对于这种情况感到
抱歉，这块地列入土地储备，即将进入
问题储备建设进行招标，取缔了原本
的改造计划。对此相关部门已经调整
市场规划，另外在大明宫等区域新设
立精品农贸市场。今后会采取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尽快合理布点，使
市民购物更加方便。

有网友提问说，“问政时刻”短
片里被提升的市场，环境确实不错，
但身边的市场还是原来脏乱差的样
子。请问市商务局的领导，提升改造
能不能再快一点，再全面一点？市商
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答说，今年要对
62个集贸市场进行改造。市商务局
将形成长效机制，设立专项基金，通
过政策扶持，在新的居民聚居区和新
区增加市场，满足群众需求。

市商务局
网友提问：菜市场提升改造能否再快一点，再全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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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节，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反映的问
题，我们全部认领立即整改，举一反三，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群众的满意度就是我们城投人的奋斗目标，我们将深入群众
当中，关注市民的热点、难点，一件一件落实办理。

本报记者李天娇

电视问政“回头望”

西安三部门整改怎么样

【曝光回放】
2017年11月8日播出的“问政时

刻”聚焦了市建委在房屋建设质量监
督、公共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监管、两类
企业与工地扬尘防治管理、美丽乡村
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探访整改】
去年问政结束后，市建委和各区

县建设部门开展了持续深入排查治
理，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加强处罚，加
强工装企业装修过程的监察，检查人
员每三天对工地进行一次巡查。数
据统计：去年以来，市建委先后处理了
各类质量问题 1200余起，处理率达
95%以上，加大了在建设过程中重点
环节的监督，对于违法违规行为顶格
处罚。

但记者探访时发现，仍然有一
些工地并没有严格落实，扬尘建设
有成效，但没有坚持，新开工的工地
更是成了“漏网之鱼”。此外，美丽

乡村建设有些地方存在卫生环境脏
乱，基础设施后期维护不到位，而管
理部门对于此类情况没有行之有效
的管理方法。

【最新回应】
“问政时刻”节目主持人提问，刚

才的短片里还涉及到“铁腕治霾”的问
题。上次问政后，记者对建委的工作
回访过一次，当时工地和两类企业的
整改效果都还不错。但现在看来，老
问题又死灰复燃了。想问问主管这
项工作的高省安副主任，“严一阵，好
一阵”的管理“窠臼”什么时候能够真
正突破？

对此，市建委副主任高省安回答
说，刚才短片里面曝光了两个企业，
出现抓一抓有改善，过一阵又反弹的
现象，他认为关键在于反复抓和抓反
复的韧劲不够，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
制度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还是处
罚的力度不大？这些问题都需要下

一步反复抓，得到夯实和解决，尤其
是要把制度和措施标准落地生根。
下一步，在抓好属地管理的同时，也
要对企业的责任主体进一步落实，
让企业充分地认识到，要把制度和
措施融入到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变
成一种常态化，成为一个标准的忠
实执行者。

市建委主任苗宝明回应说，过去
一年，他们做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改
进，但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在抓落实
的能力和干部作风方面还需提高。
他代表建委党组，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主要做到以下
三点：一，事不过夜，今天回去就开会
研究整改策略；二，全面反思建委主抓
的这几项工作，凝心聚力，想方设法，
夯实工作责任，尽快形成长效机制；
三，打造铁军，按照市委要求，履职尽
责，以钉钉子的精神，加快大西安的建
设发展。

【曝光回放】
去年12月8日“电视问政”曝光了

西安市商务系统在集贸市场提升改
造、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可再生资源回
收监管、治污减霾方面存在的工作漏
洞和作风短板。

【探访整改】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进行了

实地回访。据市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工
作人员介绍，电视问政后，市商务局开
展了全市再生资源大整治活动，今年
共出动检查人员3000余人，检查了近
900家再生资源网点，取缔了350家。
对于二手车商贩难监管的问题，市商
务局也开展了专项整治，确保二手车
销售规范。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
作风方面也进行了五个月的整治。如
今，整改情况是否能坚持下来？记者

在未央区贞观路市场，发现了新的问
题。这个市场存在用地问题，半年后
将要被取缔，但是市民的购物需求
依然存在。取缔市场给附近的市民
带来了新的苦恼，买东西不方便。
那么这个市场关闭后，如何解决附
近市民的切实需求呢？对于这个问
题，未央区经贸局工作人员却“简单
粗暴”回应说，没有市场，他们也没
有办法。

【最新回应】
现场，“问政时刻”主持人提问未

央区经济贸易局局长秦钊，刚才短
片的最后，未央区商务局的工作人
员说附近居民买菜不方便，他说也
没办法。那么农贸市场的规划工作
商务局有没有职责，怎么看工作人
员的这个说法？

秦钊回答说，对于这种情况感到
抱歉，这块地列入土地储备，即将进入
问题储备建设进行招标，取缔了原本
的改造计划。对此相关部门已经调整
市场规划，另外在大明宫等区域新设
立精品农贸市场。今后会采取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尽快合理布点，使
市民购物更加方便。

有网友提问说，“问政时刻”短
片里被提升的市场，环境确实不错，
但身边的市场还是原来脏乱差的样
子。请问市商务局的领导，提升改造
能不能再快一点，再全面一点？市商
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答说，今年要对
62个集贸市场进行改造。市商务局
将形成长效机制，设立专项基金，通
过政策扶持，在新的居民聚居区和新
区增加市场，满足群众需求。

市商务局
网友提问：菜市场提升改造能否再快一点，再全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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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投集团
公交出行非小事运力问题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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