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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6
月 11日，三秦都市报记者从安
康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2019年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
以来，安康市坚持“放管服”改
革、“互联网+政务服务”协同推
进，深入开展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十大行动”和“五大特色行动”，
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向好，市场主
体活力明显增强。

“2018年全市新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3.7万户，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43.6%；新获得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 16家，同比增长
71%；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
59.3%，居全省第一；利用外资增
长 128% ，外 贸 进 出 口 增 长

56.35%，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一、
第二；作为代表陕西省的两个城
市之一，接受了国务院第五次大
督查营商环境专项督查，7项调
查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安康市
发改委副主任邓军介绍道。

据邓军介绍，安康市县区均
组建了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探
索“一枚印章管审批”，逐步形成
宽进严管工作新格局；积极下放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权限，在
全市范围内推行“证照分离”改
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着力解
决“准入不准营”问题；积极开展
投资项目首问负责制、企业备案
类投资项目承诺制、“多评合一”
中介服务新模式、施工图纸“多

图联审”等审批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试点县区逐步实现了备案项
目全程网办，审批时限大幅减
少，极大方便了企业办事。

探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的运行模式，针对业务量较大的
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将房管、
不动产、公积金窗口进行整合，
设置并联审批窗口，进一步减
少群众跑路次数，切实提升审
批效率。积极推行“一网通
办”，依托“安康智慧治理”服务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市级政务服
务平台升级改造，新平台今年6
月上线运行。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对标一流，以提升质量、效
益和企业群众满意度为标准，以
市场主体明显增多、民间投资明
显上升、企业成本明显下降为目
标，努力提升政务服务、便民服
务、创新服务水平，着力打造‘三
有四化’营商环境（即服务有温
度、市场有活力、发展有特色，市
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便利
化）。”邓军在发布会上说。

另据了解，今年1-5月，安康
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1639
户，增长6.30%，其中，新增各类
企业 2948户，增长 15.97%。一
季度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
60.7%，继续保持全省第一。

搭建企业与贫困户
结对帮扶桥梁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渭
南经开区充分发挥“三园一城”
发展成果，鼓励支持园区企业及
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界资源
参与精准扶贫，为实现贫困稳定
脱贫提供可持续的扶持。到目
前，全区 4个街办、8个包联部
门、54个企业面对面帮扶贫困群
众，为贫困群众就业“谋饭碗”、
为农产品销售“找路子”、为兴产
业解困难“想办法”，累计提供岗
位 366个，110余名贫困劳动力
和企业达成用工协议，31人目前
已经进入企业务工。同时，企业
还与贫困户签订农产品销售合
同 30余份，发展产业类项目 10

余个，提供各类资金物品近 80
万元，形成了政府积极引导、企
业自愿参与、贫困户满意、脱贫
效果良好的“大扶贫”格局。

“作为一家经开区的企业，
我们有资源、有能力、有经验，但
是如何发挥优势、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助力经开区脱贫攻坚？我
们一直在寻找有效的方法。”6月
11日，在大东印刷包装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建东道出了曾经
的困惑，企业有意愿，贫困户有
需求，但苦于没有连接二者的桥
梁，只能空有想法而不能施展。
今年3月，渭南经开区实施企业
扶贫帮困工作后，包联单位主动
联系大东公司参与脱贫工作，大
东公司也发挥企业优势，拿出岗
位、资金，积极投入脱贫攻坚工
作中来。

持续发力寻求企业
帮扶实现新突破

在企业具体帮扶中，渭南经
开区还按照分级负责、部门牵
头、街道配合的原则，加强沟通
协调，让企业的每一份爱心都落
在实处、用在刀刃上，使企业扶贫
帮困工作扎实开展、有序推进。
同时，还要发挥区内农业企业聚集
优势，鼓励支持企业及各类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等多种形式，带动贫
困户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

渭南经开区企业帮扶办负
责人介绍，从扩大帮扶规模上看，
力争年内实现参与企业100家，帮
扶贫困户200户，覆盖贫困人口
400人，从做优帮扶质量上来看，
重点从产业发展、产品销售和就业
扶贫入手，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
合，培训贫困劳动力1000人次，
争取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按照意愿分别实现有工作、
有产业、有技能，在帮扶成果方面，
力争新增扶贫产业项目20个，解
决贫困劳动力就业150人，让贫
困群众人均收入超过脱贫标准线
以上。 甘泉本报记者杨晶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袁靓）
“等贷款发放了，我们计划把教
学设施完善一下，再把楼顶的阳
台布置一下……”6月 11日上
午，站在自己开设的托管中心
里，吴虹向三秦都市报记者讲述
着自己的创业计划。日前，吴虹
获得了铜川市首笔高校毕业生

“信用贷”，与普通贷款不同的
是，此次贷款手续简单，不用担
保，可零利息使用三年。

“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信用
贷’，这在全省来说还是首家，我
们目前也处于探索阶段。”当天，
在铜川市政府召开的“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稳定就业基本盘”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铜川市人社局副
局长张俊民向媒体介绍道，铜
川籍返乡高校毕业生创业贷款
可免除反担保制度，最高可贷款
50万元。

据介绍，为了进一步激发高
效毕业生的创业热情，支持高效
毕业生创业就业，4月28日，铜
川市人社局与财政、征信中心、
人民银行铜川支行联合印发了
《铜川市普通高校毕业生信用担
保贷款实施办法》，主要是对铜
川市毕业三年内的普通高校毕
业生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采

取个人信用担保的方式，免除反
担保，享受3年无息贷款。高校
毕业生信用担保办法最高不超
过 15万元，合伙创业的最高不
超过 50万元。这项制度实施
后，进一步降低了高校毕业生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的门槛，也可以
有效解决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缺
乏资金这一难题。目前已有3例
大学生信用担保成功贷款案例。

铜川市就业管理局副局长
辛治国告诉记者，信用担保贷款
借款人的范围是具有铜川户籍、
毕业三年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同时借款人应当具备一定的创业

能力和自有资金，无不良信用记
录，从事经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取得相
关合法经营执照。除助学贷款、
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
10万元以下消费贷款(含信用卡、
富秦家乐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
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
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高校毕
业生信用担保贷款应当用于借款
人创业的经营所需资金，不得转
借他人使用，不得用于购买股票、
期货、有价证券和从事股本权益
性投资，不得用于违反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用途。

铜川实施高校毕业生“信用贷”
返乡创业最高可贷50万元

本报杨凌讯（王平 彭佳涛 记者
薛保华）6月11日，记者从杨凌示范区
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获悉，针对摩托车交
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6月10日
至7月10日期间，该支队将加大整治摩
托车交通违法行为力度。

据了解，此次整治，杨凌交警在城
乡接合部、城区主要道路，主要对两轮、
三轮摩托车为重点的车辆及驾驶人进
行检查，同时对电动车、老年代步车、
拖拉机等违法行为也一并检查。此
外，特别针对摩托车无牌无证、假牌假
证、追逐竞驶、酒后驾驶、超员、逆行、
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杨凌交警
将依法从严处罚。

另外，本次整治杨凌交警将采取全
方位、全时段、无死角、拉网式工作措
施，切实将各类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依
法从严处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
一起，形成高压严管态势，做到震慑摩
托车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通过增加其
违法成本，降低路面摩托车违法行为的
发生率，最大限度从源头消除事故隐
患，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

杨凌严查摩托车
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张维）为做好尾矿
库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尾矿库防汛
工作责任，按照全省防汛抗旱暨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总要求，省安委办公布尾
矿库防汛责任人和监督电话，要求各防
汛责任人应切实加强尾矿库汛期安全
监管，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扎实备汛，周
密防范，做到责任落地，措施靠实。

西安、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
市尾矿库防汛行政首长责任人为各市
市长，尾矿库防汛技术责任人为当地应
急管理局局长。西安市涉及4座尾矿
库，监督电话为 029—86788383；宝鸡
市 33 座尾矿库，监督电话 0917—
3262350；渭南市29座尾矿库，监督电
话 0913—2933388；汉中市 72座尾矿
库，监督电话 0916—2639550；安康市
40 座 尾 矿 库 ，监 督 电 话 0915—
3219161；商洛市133座尾矿库，监督电
话0914—2880519。

按照要求，西安、宝鸡、渭南、汉中、
安康、商洛市要逐库（包括正在运行库、
停用库、已闭库、无主库）明确各级各类
防汛责任人的具体职责和具体任务，夯
实尾矿库所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全省
尾矿库安全度汛。

省安委办公布
尾矿库防汛责任人

本报讯（刘丹记者白圩珑）“掌握
当天区队安全生产情况，主持、参加班
前会，安排、落实工作任务，制定相关措
施，入井检查（地面值班），工作总结。”
这是6月10日上午黄陵矿业生产服务
分公司在临时基地举办的“四员两长”
岗位描述竞赛上，何程正在进行的机电
副队长岗位描述。

今年以来，该公司以全员素质提升
工程为抓手，以岗位描述为切入点，强
力推进人的安全行为治理和安全生产
动态达标工作，每月对区队员工进行
抽检过关考核，考核结果与当月薪资
挂钩，通过严抓考核落实，促进了岗
位达标，提升了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
作技能水平，本次竞赛通过岗位对手
赛，班组对抗赛，区队选拔赛，最终推
荐 16人参加，旨在提升跟班副队长、
班组长、技术员、安检员、瓦检员、验收
员的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在现场安全管
理中的核心作用。

“岗位描述”
成履职新起点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6月的天是越来越热，却是瓜果飘香的好时节。6月11日，在渭
南经开区龙背街办北史村，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白里透红的桃子坠
满枝头。“今年雨水充沛、光热条件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果农杨自
军高兴地说。曾几何时，种了13年桃树的杨自军每年这个时候都有
两件愁心事：一愁天气不好，影响果子质量；二愁没销路，果子卖不上
好价钱。而今年，早在4月，在经开区企业帮扶办和龙背街办的帮助
下，他与一家罐头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由企业全部收购，如今
他只需等桃子成熟后企业直接上门来拉货。

渭南经开区4个街办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995户6678人，目
前未脱贫贫困户418户892人。如何将经济发展优势特别是区企业
资源动员起来助力脱贫攻坚，成为渭南经开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当地招聘推动企业用工难和脱贫工作双赢

打造“三有四化”营商环境

安康成企业投资热土

渭南经开区推动企业扶贫帮困模式

力争年内100家企业帮扶200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