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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文投拍摄的三农题材史
诗大剧《黄土高天》刚刚在央视一
套黄金档收官，但其脚步并未停
歇。12月 2日，《黄土高天》剧组重
返拍摄地之一的陕西省宝鸡市麟
游县丰塬村，开展“影视助力脱贫
攻坚扶贫扶志主题活动”，一众主
创回到剧中“丰源村”的故乡，与近
百名村民交流了拍摄感受，表达了
对麟游未来发展的希冀和祝福。

今年春节伊始，电视剧《黄土
高天》在这里隆重开机，111天的艰
苦拍摄让全体村民难忘。而短短
数个月后，剧组就带着荣誉返回了

“故乡”，向父老乡亲们汇报战果。
活动当天，主演们纷纷表达了在丰
塬村拍摄的感受，并对麟游县以及
丰塬村送上了祝福。此次回到“故
乡”，《黄土高天》剧组带着播出后
的荣誉，向所有支持这部剧的乡党
以及在拍摄过程中给予剧组帮助
的人表示感谢，特向丰塬村互助合
作社捐款20万。

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影视剧给
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对此，当
地政府代表向整个剧组的演职人员
致谢，并授予《黄土高天》主创人员丰
塬村“荣誉村民”称号，颁发了“荣誉
村民”证书。 本报记者余明

12月 4日，记者从西安国际港
务区了解到，为扎实推进健康扶贫
工作，国际港务区以“深化健康扶贫
服务百姓健康”为主题，组织西安市
第三医院、西安市中医医院、西安市
第一医院、陕西航天医院、新筑新合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国际港务区新
筑街道新寺村委会、新合街道水流
村委会开展健康扶贫义诊宣传入户
暨文艺演出活动。

活动现场，包含心内科、内分
泌科、中医科、针灸推拿科、老年病
科、口腔科、甲乳外科、神经内科众
多专家教授集聚在一起，走基层、
入人家，通过入户义诊和健康宣教
方式，给老百姓宣传健康扶贫政
策、普及健康素养 66条内容、疾病
预防控制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帮助
大众以及贫困人群建立预防疾病
的理念。并在现场为群众提供骨
密度检测、心电图、血压、血糖、现
场人工复苏教学、针灸推拿耳穴等
健康服务。

此次活动使广大农民群众进一
步了解了疾病预防知识，增强了自我
保健意识。全区2个义诊点共接待咨
询、义诊群众45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900余份，入户义诊、宣教6户。

文/图本报记者周婷婷

12 月 5 日，记者从西安经
开区营商办了解到，在西安
市对民营企业的表彰中，经
开区共有七家企业光荣上
榜。这充分说明，经开区民
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经开区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
优质的服务。

今年以来，经开区营商环

境提升工作突出重点难点、补
齐短板弱项、探索创新模式，
全面落实西安市“1 5 21 1”系
列方案任务，结合辖区实际，
制定实施“1 1 32”系列指导文
件，构建以政务、市场、产业、
创业、金融、法治、人居、作风
等 8大环境建设为支撑的良好
营商环境。

提升环境
新增市场主体2.48万户

据了解，西安经开区营商
环境提升工作主要以 4 月份
制定印发的《加快追赶超越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中
明确的 38 项工作任务和各部
门制定的 32 个子方案为主要
内容，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初步实现新设立企业办理
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
行账户、办理涉税、简易注销
等事项压缩至 3 个工作日以
内。截至目前，全区新开办各
类市场主体 2.48 万户，同比增
长 139%，日均新增市场主体
75户。

作为西安市第一批六个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之一，西安经开区将原来
分散在 13 个部门的 130 项审
批事项划转行政审批局，实
现一枚印章管审批，已经办
理 521 项审批事项。在全市

首家推行“365×24 不打烊政
务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建立
无人值守 24 小时园区智能政
务服务驿站，构建区政务大
厅、园区（街区）智能服务驿
站、社区便民服务站三位一
体全方位全天候政务服务大
厅体系，总体上企业群众办
事更为便捷。

亲商助企
帮助7000家企业解决困难

今年以来，经开区还探索
建立“一站两口三全”的经开特
色服务模式，完善项目服务全
过程跟踪帮办代办、容缺受理
等有效工作机制。出台实施了
支持工业、服务业、总部经济产
业发展的“2 N 1”政策，构建以
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产业体系，
加快追赶超越步伐。深入开展
亲商助企、“百团千人进万家”
等活动，今年帮助 7000家企业
解决500余项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周婷婷

经过不断创新实践，西安
航空基地建立起领导带队检
查机制、阎良国控子站和省控
子站相结合的数据监测机制、
24小时迅速响应机制、区域联

防联控机制和宣传培训机制
等五大机制，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推动基地生态环境建设
再上新台阶。

田笑笑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安经开区民营经济显活力 《黄土高天》重返
“丰源”助力脱贫攻坚

国际港务区
扶贫义诊进村组

自去年12月30日西安国
际港务区开通 12345 市民热
线以来，办结率100%，走在了
西安市开发区前列。市民回
复的“满意”二字以及一次次
的表扬，是对“陆港铁军五星
级服务”的最好注解。

“通过拨打 12345市民热
线，钱已经退了，我对办理结
果非常满意！”11月8日，收到
退款的王女士对市民热线的
办事效率提出赞扬。

11 月 3 日，王女士拨打
12345 热线反映其购买国际
港务区一楼盘商品房，预交

了 2万元，后因发现项目手续
不全，要求退款，开发商一直
推诿。该工单由国际港务区
房管局承办，接到该工单后，
房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王
女士了解具体情况，核实开
发单位确实属于违规销售
后，于次日即约谈开发单位
负责人，要求开发单位立即
退还群众预交的房款，同时
对违规销售和宣传行为进行
整改。经介入处理，王女士
及其他相同情况的购房人均
收到退款。

涉房投诉一直是群众诉

求的热点.为了妥善处理相关
矛盾纠纷，国际港务区房管局
通过持续摸排走访，全面掌握
区内商品房项目建设销售现
状，开展政策宣传培训，指导
开发项目规范销售行为；设专
人专线处理群众诉求，对于承
办的工单第一时间调查处理；
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持续跟
进，督促解决，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是
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直通车，
是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国际港务区一直把 12345 市

民热线当作回应群众关切,解
决实际问题，检验“陆港铁军
五星级服务”的准绳，在热线
开通之初，就确定了“民生无
小事、件件抓落实、事事有回
音”的总原则，制定了市民热
线综合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考
核细则，并实行月通报、季考
核，从制度上保证为民办事、
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自
12345热线开通以来，国际港
务区已累计办理市民热线
4565件，办结率100%，见证了

“陆港铁军”的执行力。
本报记者周婷婷

用行动诠释“五星级服务”
国际港务区12345热线办结率达100%

“12345”工作机制及时应对重污染天气

西安航空基地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本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西安航空基地以“12345”工作机制为基础，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及时

应对重污染天气，达到良好的应对效果。
为进一步提升大气重污染预防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最大限度降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连日来，西安航空

基地不断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形成了重污染应急响应“12345”工作机制，为打赢铁腕治霾攻坚战提供科学的行动
指南和有效的方法指导。

西安航空基地制定出台
了《西安航空基地2018年重污
染天气应急工作实施方案》，
统领基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处
置工作；畅通“2个渠道”，线上
线下齐发力。基地充分利用

网格化信息平台进行线上学
习，每月至少开展4次网格员
专项培训，力求吃透政策、明
确方法、落实行动，充分发挥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排头兵
作用。

西安航空基地采用统一
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
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
和严重性，将预警由低到高划
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

色预警三个等级。并根据不
同预警级别制定针对性相应
措施，从健康防护、建议性减
排和强制性减排措施三大方
面展开行动。

重污染应急响应启动
后，西安航空基地严格对照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方案中
污染源分类进行全面排查，
形成了“行业部门主要检查
环保部门重点检查 网格员专
项检查 企业环保专员自查”
的“四项检查”工作模式，确

保各项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落实到位。近一周内，西安
航空基地累计出动 350 余人
次，督查企业90余家、施工工
地 110余家、道路扬尘 100余
处、机动车尾气抽检车辆 61
辆，共发现问题18处，现已全
部改到位。

建立“5大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围绕“1个方案”统领应急行动

落实“3级管控”明确行动方法

开展“4项检查”夯实主体责任

主创人员与村民交流

义诊活动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优质服务创出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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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塬村送上了祝福。此次回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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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区了解到，为扎实推进健康扶贫
工作，国际港务区以“深化健康扶贫
服务百姓健康”为主题，组织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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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国际港务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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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口腔科、甲乳外科、神经内科众
多专家教授集聚在一起，走基层、
入人家，通过入户义诊和健康宣教
方式，给老百姓宣传健康扶贫政
策、普及健康素养 66条内容、疾病
预防控制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帮助
大众以及贫困人群建立预防疾病
的理念。并在现场为群众提供骨
密度检测、心电图、血压、血糖、现
场人工复苏教学、针灸推拿耳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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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使广大农民群众进一
步了解了疾病预防知识，增强了自我
保健意识。全区2个义诊点共接待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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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1 1 32”系列指导文
件，构建以政务、市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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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西安经开区营商
环境提升工作主要以 4 月份
制定印发的《加快追赶超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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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户、办理涉税、简易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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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今年帮助 7000家企业
解决500余项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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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义诊进村组

自去年12月30日西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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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来，办结率100%，走在了
西安市开发区前列。市民回
复的“满意”二字以及一次次
的表扬，是对“陆港铁军五星
级服务”的最好注解。

“通过拨打 12345市民热
线，钱已经退了，我对办理结
果非常满意！”11月8日，收到
退款的王女士对市民热线的
办事效率提出赞扬。

11 月 3 日，王女士拨打
12345 热线反映其购买国际
港务区一楼盘商品房，预交

了 2万元，后因发现项目手续
不全，要求退款，开发商一直
推诿。该工单由国际港务区
房管局承办，接到该工单后，
房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王
女士了解具体情况，核实开
发单位确实属于违规销售
后，于次日即约谈开发单位
负责人，要求开发单位立即
退还群众预交的房款，同时
对违规销售和宣传行为进行
整改。经介入处理，王女士
及其他相同情况的购房人均
收到退款。

涉房投诉一直是群众诉

求的热点.为了妥善处理相关
矛盾纠纷，国际港务区房管局
通过持续摸排走访，全面掌握
区内商品房项目建设销售现
状，开展政策宣传培训，指导
开发项目规范销售行为；设专
人专线处理群众诉求，对于承
办的工单第一时间调查处理；
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持续跟
进，督促解决，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是
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直通车，
是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国际港务区一直把 12345 市

民热线当作回应群众关切,解
决实际问题，检验“陆港铁军
五星级服务”的准绳，在热线
开通之初，就确定了“民生无
小事、件件抓落实、事事有回
音”的总原则，制定了市民热
线综合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考
核细则，并实行月通报、季考
核，从制度上保证为民办事、
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自
12345热线开通以来，国际港
务区已累计办理市民热线
4565件，办结率100%，见证了

“陆港铁军”的执行力。
本报记者周婷婷

用行动诠释“五星级服务”
国际港务区12345热线办结率达100%

“12345”工作机制及时应对重污染天气

西安航空基地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本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西安航空基地以“12345”工作机制为基础，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及时

应对重污染天气，达到良好的应对效果。
为进一步提升大气重污染预防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最大限度降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连日来，西安航空

基地不断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形成了重污染应急响应“12345”工作机制，为打赢铁腕治霾攻坚战提供科学的行动
指南和有效的方法指导。

西安航空基地制定出台
了《西安航空基地2018年重污
染天气应急工作实施方案》，
统领基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处
置工作；畅通“2个渠道”，线上
线下齐发力。基地充分利用

网格化信息平台进行线上学
习，每月至少开展4次网格员
专项培训，力求吃透政策、明
确方法、落实行动，充分发挥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排头兵
作用。

西安航空基地采用统一
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
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
和严重性，将预警由低到高划
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

色预警三个等级。并根据不
同预警级别制定针对性相应
措施，从健康防护、建议性减
排和强制性减排措施三大方
面展开行动。

重污染应急响应启动
后，西安航空基地严格对照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方案中
污染源分类进行全面排查，
形成了“行业部门主要检查
环保部门重点检查 网格员专
项检查 企业环保专员自查”
的“四项检查”工作模式，确

保各项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落实到位。近一周内，西安
航空基地累计出动 350 余人
次，督查企业90余家、施工工
地 110余家、道路扬尘 100余
处、机动车尾气抽检车辆 61
辆，共发现问题18处，现已全
部改到位。

建立“5大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围绕“1个方案”统领应急行动

落实“3级管控”明确行动方法

开展“4项检查”夯实主体责任

主创人员与村民交流

义诊活动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优质服务创出一流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