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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当
前有一句非常时髦的话：企
业需要时无处不在，企业不需
要时无声无息。这句话辩证地
指出，政府职能部门恰如其分
地处理好“有所为”和“有所不
为”的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
至关重要的一环。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政府职能部门的角色实现了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激发了
市场主体活力。然而，这种转
变从观念到行动都还不够彻
底，我们时不时还能听到类
似“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
管”的抱怨。究其原因，不外乎
个别政府部门依然存在“官本
位”思想，在为企业服务时总
是居高临下，摆出一副“管理
者”的架势，在企业需要服务
时“心不甘、情不愿”，对该办
的事要么选择性缺位，要么技
术性变味；在企业不需要服务
时主动越位，以检查的名义、
服务的旗号，干一些干扰企业
决策、影响企业经营的事情，
破坏了良好的政企关系。

正确处理好“有所为”和
“有所不为”的关系，必须刀
刃向内，从思想和行动两个层
面进行自我革命。要坚决克服
“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服
务企业就是成就自我”的理
念，通过持续不断的“放管服”
改革，积极放权于市场和社
会，主动让利于群众和企业。
这种放权让利虽然很“疼”，
但带来的是群众企业办事的
方便快捷，其收益是长远的、
无价的。在行动上，要围绕打
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温暖
细致的服务环境、公平正义的
法治环境、重商亲商的人文环
境、既亲又清的政商环境、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实现“一
次办成”目标，作风上体现“说
办就办”、效率上实现“一次办
成”、效果上达到“办就办好”，
真正做到“有熟人没熟人一个样、外地人本地
人一个样、大企业小企业一个样、国有民营一
个样、内资外资一个样”，让企业发展安心，群
众生活舒心。

本报讯 近日，陕西汉和新建年

产1.5万吨动力电池专用铜箔项目

开工前的所有手续都已办理完成。

该企业负责人说：“开工手续办得

这么顺利，这都得益于县人大联企

干部的倾力相助。”

陕西汉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铜箔制造、销售及售后

服务的高科技企业，2016年入驻凤

州工业园，企业投资 3.9亿元建设

专用铜箔生产线，项目当年签约、当

年落户、当年建设、当年投产。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2.7亿元。今年，企

业准备新建年产1.5万吨动力电池

专用铜箔项目，但是园区没有适合

的建设用地。县人大联企干部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联合有关部门

上门为企业解决难题，他们听说七

一七地质总队在工业园有一个占地

26.08 亩的岩芯库后，多次赶往七

一七地质总队总部协调解决遗留问

题，最终七一七同意腾退岩芯库，把

土地让出来。接着，联企干部协助陕

西汉和办理了项目环评等前期建设

手续，又帮助陕西汉和成功申报了

高新技术企业。当联企干部了解到

企业资金不足后，又很快动员县农

行、邮储、工行、农商银行等金融机

构来企业考察，当看到企业前景很

好后，几家银行都表示愿意为企业

项目建设提供金融配套支持。

陕西汉和总经理穆国强说，公

司年产1.5万吨动力电池专用铜箔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3亿

元，实现利税 1.5 亿元，增加就业

200余人。       本报记者 刁江岭

本报讯 两名窃贼在商洛市和

我市流窜作案，盗割电缆 12 起。近

日，渭滨公安分局根据线索，严密

布控，成功将两名窃贼抓获。

前不久，市区新建路部分居

民发现家里的固定电话无法正常

使用，经电信部门工作人员检查，

发现通信电缆被人盗割，遂向渭

滨公安分局经二路派出所报警。

与此同时，金陵派出所辖区也发

生了一起盗割电缆案件。案发后，

渭滨公安分局立即抽调警力展开

侦办。在对嫌疑人作案轨迹及现

场进行分析后，办案民警基本确

定了犯罪分子的信息。没过多久，

两名嫌疑人在市区再次作案，并

逃窜至岐山。民警在岐山严密布

控，成功将其抓获，并现场查获作

案用的折叠梯、剪钳、手电、手套

及车辆等作案工具。

经审问，嫌疑人许某斌、安某

成交代了驾车流窜多地盗割电缆

的犯罪事实。根据他们提供的线

索，民警将销赃的犯罪嫌疑人孟某

希抓获。据许某斌、安某成交代，自

今年 6 月起，他们在商洛市和我市

共盗割电缆 12 起，每次盗割的电

缆均在犯罪嫌疑人孟某希处售卖，

共获利 9.4 万元。目前，三名犯罪

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张敏涛）

与文明同行 家我的城市我的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

本报讯 近日，6 名村民到高

新区天王镇十二盘村附近的山上

游玩迷路，山上积雪较厚，并有野

兽出没，情况紧急，高新公安分局

天王派出所接警后，联合分局巡特

警大队和当地群众，经过 3 个多小

时的紧张救援，将迷路村民全部找

到，其中年龄最大者 85 岁。

当晚 7 时许，天王派出所接

警称，几名村民在天王镇十二盘村

附近的山上游玩，因路况不熟悉，

加之天色已晚，在山里走了几个小

时仍没有走出山，急需救援。据报

警人说，他们上午从十二盘村开始

步行进山，同行人员中还有 3 位老

人，其中一位 85 岁。报警人对道路

不熟，无法准确描述其所在位置。

接警后，天王派出所组织 4 名民警

立即出发，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也

赶来支援，同时联系十二盘村村干

部和熟悉路况的村民，一起进山救

援。当时天色已晚，加上路有积雪，

山路异常难行，经过搜寻，迷路的

6 人在距十二盘村 15 公里的山里

全部找到。当晚 10 时 30 分，村民

用三轮车将被困的 6 人接回。

民警提醒，冬季山里积雪较

厚，湿滑难行，且极易碰到野兽，安

全得不到保障，不要进深山游玩。
本报记者 马庆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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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

真心实意帮扶  助推企业发展

6村民进山游玩迷路
警民联手3小时救出

盗割电缆十二起
两名窃贼被抓获

央视 《中国地名大会》 解读“扶风”——

扶风是古代有教化寓意的地名
本报讯 近日，在央视热播的《中国地

名大会》节目中，“扶风”作为在古代有教

化寓意的地名出现，节目嘉宾对其“扶助

京师，以行风化”的内涵进行了解读。

《中国地名大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民政部联合摄制，11 月 16 日开始

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节目以“从地名看

文化，从文化看中国”为主旨，多元化呈现

出中华大地地名背后的历史，全面解读地

名包含的地理、人文等丰富的文化知识，

以及鲜为人知的相关掌故，从而普及地名

知识，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地名文化。

在近期播出的一期节目中，现场选

手进行地名历史知识比拼，回答地名相关

问题。在选择“在古代有教化寓意的地名”

环节时，出现了“扶风”。扶风，原为官职名

称，后将该官所辖区域以其官职称之，逐

渐演变成地名至今。

现场嘉宾康震解读说，中国的地名来

源很多，有些来源于儒家思想的典籍，扶

风这一地名特别有内涵，其意为“扶助京

师，以行风化”，有移风易俗的意义。扶风

地名的意义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兴趣

和反响。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本报讯 近日，陇县纪委监委

驻县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对其

归口监督单位之一的农业农村局

下属单位农技中心的一名工作人

员，进行了直接立案调查。据悉，

该工作人员在招投标过程中违规

收受礼金涉嫌违纪。今年以来，市

纪委监委坚持服务发展大局，把

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对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行集中

整治，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

查处案件 314 件，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357 人。

为切实抓好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集中整治，市纪委监委

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

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

关室（部）负责人、市委巡察办

副主任为组员的工作专班，印发

《关于加强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执

纪问责的实施方案》，明确任务、

细化分工，夯实责任、推进落实。

市纪委监委指导各县区采取实

地检查、座谈调研、明察暗访等

形式，对相关职能部门和窗口服

务单位进行专项督查，推动目标

任务落到实处。

在工作中，市纪委监委一方

面严格执行《问题线索移送暂行

办法》，加强与公检法、工商、税

务等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拓展问

题线索来源，畅通线索移送渠道，

目前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

排查梳理问题线索 320 件，受理

群众举报 20 起；另一方面采取

常规巡察和专项巡察相结合的方

式，建立形成市纪委监委重点抽

查、部门纪检组联组督查、基层纪

检组织全面自查的“三级联动”监

督检查格局，延伸监督触角，增强

监督实效。

对失职渎职、以权谋私、利益

输送等破坏营商环境的违纪违法

行为，市纪委监委坚持零容忍执纪

问责，并坚决整治执法、监管、审批

行业和领域“吃拿卡要”“庸懒散

虚”等行为和窗口单位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对查处的典

型问题指名道姓通报曝光。集中整

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共查处案件 314 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357 人，其中市、县纪

委直查直办 138 件，通报典型案例

140 起，持续释放违纪必究、问责

必严的强烈信号。 
本报记者 杨曙斌

市纪委监委：

集中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本报讯 11 月 20 日本报刊发的《陈

仓区一退休干部痴迷发明——自制“爬楼

机” 方便老年人》一文，在宝鸡日报全媒

体平台上视频播放量超过 600 万，引起中

省媒体的关注。12 月 17 日，央视社会与

法律频道《热话》栏目组记者来到我市采

访、拍摄草根发明家辛世武。

今年74岁的辛世武是陈仓区一名退休

干部，从小就爱钻研，对机械设备、电子仪器

非常感兴趣，退休后更是痴迷发明。到目前，

27项发明有5项获得国家专利。

当天上午，《热话》栏目组记者来到辛世

武家的楼下，辛世武首先向央视记者演示了

“爬楼机”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方式，央视记

者还坐上体验了一番。随后，栏目组记者对

辛世武进行了采访，并拍摄了他发明的“爬

楼机”。在录制拍摄过程中，央视记者还看到

了老人家中的自动翻身机、自动洗碗机、自

动捶背机等，这些都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据央视记者介绍，栏目组将用两天时

间为辛世武拍摄专题片，内容以他的小发

明为主，专题片将于明年 1 月 12 日在央视

社会与法律频道（CCTV12）《热话》栏目中

播出。                       （谢克强）
拍摄现场

本报刊发的 《陈仓区一退休干部痴迷发明——自制“爬楼机”  方便老年人》 一文受到央媒关注 ——

央视记者来宝鸡
拍摄草根发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