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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
实干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
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鲜
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
向，在干部群体中引发热议。

“有为才有位”，这一鲜明的
价值理念，映照出选人用人的朴
素逻辑。对于干部来说，
其成长的关键路径，就是
实干与作为。干事创业
容不得慵懒懈怠，改革创
新容不下“为官不为”。
无论是小团队、小集体还
是大机关、大机构，哪里
不需要实干家的奋斗？
谁 又 愿 意 与 清 谈 客 为
伍？事实证明，岗位要跟
才能相匹配，尤须以实绩
作支撑。

实干是实干者的通
行证。天上不会掉馅饼，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对个体来说，要想实现个
人价值、更好成就自我，就必须撸
起袖子加油干。与其汲汲于更高
的职位，坠入“升迁焦虑”的渊薮
而难以自拔，莫如立足既有岗位，
从即刻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用
有意义、有价值的作为磨砺心智、
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古人云：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通过历练
累积真才干、真本事，不断增强自
身的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那么
不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发光发
热、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
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
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
积极性又是首要的。”为官避事平
生耻，有为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

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现实中，有的
人只想当官不想干事，把“位子”
看得重于一切，把“实干”抛到九
霄云外；有的人只想揽权不想担
责，于己有利就奋勇争先，需要
决断则溜之大吉；有的人只想出
彩不想出力，华而不实，总想着
走捷径、偷奸耍滑。凡此“在其
位不谋其政”，不仅损害了群众
的利益，也反过来阻塞了自己的
成长通道。

随着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日趋
完善，一个人所处的“位子”也可
能因时而变、因事而异。不论什
么职位，都不会相伴一生；创造出

卓越成绩，才能被时间所
铭记，在人们心中留下永
恒的位置。马克思一生
穷困潦倒，没有戴过令人
艳羡的官帽，但他不畏艰
难险阻、勇攀思想高峰，
最 终 成 为 伟 大 的 思 想
家。爱因斯坦原来只是
一个小小的专利局职员，
但他不甘平庸、刻苦钻
研，提出了相对论这样伟
大的理论，为科学史书写
了辉煌篇章。沈浩把一
个“偏、穷、乱、散”的小岗
村，当作事业的大舞台，
带领百姓走上脱贫致富

路，百姓把他永远记在了心里。
其实，“位子”总是有限的，而作为
却能无限延伸，助人抵达更高远
的精神境界。

有为才有位，有位更须有
为。谢觉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时，已年逾七旬。医生和身边
人说：“您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
挂个名就行了，干吗还费那么大
力气啊？”谢老严肃回答，“挂名
怎么行啊”，依然满腔热情、不知
疲倦地辛勤工作。今天，新时代
为奋斗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
阔舞台。把握好“有为”与“有
位”的辩证法，想为、敢为、善为，
我们何愁不能施展才干、赢得人
生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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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讯（单梅）省政府日前
出台《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的意见》，旨
在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营
造更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
境，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健康持
续发展。《意见》涵盖放宽市场
主体名称登记条件、实行企业
名称自主申报制度、实行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制度
以及放宽外资企业准入条件等
17个方面的内容。

《意见》明确，市场主体名
称中可以使用新兴行业作为行
业用语；在符合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规定的前提下，赋予企业
名称自主选择权，除涉及前置
审批事项和应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外，
全面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申请人对申报的企业名称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市场主体在登
记时无需提交住所（经营场所）
证明材料，只需签署承诺书，并
对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
性、真实性、有效性负法律责
任；市场主体在住所外设立经
营场所或分支机构，其地址与
住所在同一县级区域内，可不
再登记，但应向当地县级登记
机关申请备案。

《意见》指出，放宽外资企
业准入条件，将不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

商投资市场
主体的设立
和 变 更 ，由
审批制改为
备 案 管 理
制 ；探 索 实
行企业登记

注册和商务备案“单一窗口、单
一表格”改革；全面实施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市场
主体准入门槛；开通涵盖所有
企业类型、所有业务类型、所有
区域的企业网上登记系统；统
一身份认证体系，建立“微信办
照”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系统
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推
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意见》要求，相关部门要
以标准统一规范、信息共享共
用、流程简化优化、服务便捷高
效为原则，整合涉企备案登记事
项；依托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实现涉企登记事项数据“一次采
集、共享共用”；打通数据壁垒，
实现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信息互
联互通、共享共用；下放企业登
记管辖权限，完善简易注销机
制；探索构建企业自主承诺、事
后撤销、强化责任等多层次救济
体系；积极推行“不见面”登记和
办理营业执照“最多跑一次”；扩
大“审核合一”事项范围。同时，
相关部门要扎实推进信用信息
系统建设，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的
原则，建立分工明确、责任清晰、
督查有力的工作机制，不断提
升信息化建设水平，持续清理
行政审批事项，不断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制度。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促进市场主体发展

省政府出台《意见》

去年2.03亿人次通过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实现就业和流动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
者叶昊鸣）记者 23日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17全年，
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举
办现场招聘会22.3万场，提供招聘
岗位信息1.04亿条，通过网络发布
岗位招聘信息3.08亿条，发布求职
信息6.3亿条，为 3190万家次企业
提供各类人力资源服务，帮助2.03
亿人次实现就业和流动。

这是记者从当日召开的全国
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
了解到的。除了人力资源市场服
务就业创业更加精准外，人力资
源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

统计，2017年各类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3.02万家，同比增长 12.98%；
从业人员 58.37 万人，同比增长
5.58%；全年营业收入达1.44万亿，
同比增长21.87%。

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力资源市场体
系更加完善，人力资源服务业快速
发展，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成效显著，人才公共服务水平
逐步提高，调配工作保障重点人才
配置作用更加凸显，人力资源市场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张义珍要求，新时代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要坚持民生为本、人

才优先的工作主线，坚持服务就
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
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以贯彻实施《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为契机，健全完善人力
资源市场体系；加快发展人力资
源服务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效支撑；建立健全高校毕业
生基层服务工作机制，促进高校
毕业生在基层就业创业、成长成
才；建立健全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不断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加强调
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
大战略提供精准服务。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农村娃成了“营销状元”
——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西安爱菊集团业务员李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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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西安爱菊集团公开
招聘，来自河南农村的李建伟如
愿以偿当上了一名业务员。

上岗后，由于性格内向、不善
言谈，李建伟的营销业绩总是上
不去——每天早上 6 点起床，晚
上 9点回家，100多公里的奔波，
换来的是年销量不足 50吨、客户
不足 20 家。面对如此“惨淡”的
业绩，他没有气馁，而是开动脑筋
寻找突破口。在仔细分析了一年

来的工作后，他发现，与别的业务
员相比，他所谈下来的客户大都
是小客户，加之配送部门对小客
户送货不及时，导致了客户的稳
定性较差。对此，李建伟与配送
部门协商，决定自己送货。由于
资金不足，他向堂姐借钱买了两
辆车——一辆三轮车送货、一辆
电动车跑业务。一段时间后，配
送部门见他送货及时，就把一些
不便于集中配送的客户委托给

他。如此一来，他不仅挣了
运费，而且客户量、业务量不
断增多。

送货中，李建伟始终坚
持一个原则，除了按公司统
一定价收取货款外，决不多
收客户一分钱。再远的路、

再高的楼，他都免费装卸、运送。
两年下来，他骑坏了四辆三轮车、
两辆电动车。

爱菊集团工会主席熊国平介
绍说：“李建伟虽文化程度不高，
但脑子活、能吃苦，这是他取得骄
人业绩的根本。”

如今，李建伟的三轮车变成
了厢式货车，客户增长到 130 余
家，年销售粮油近 2000吨，主食、
豆制品100余吨，连续两年当选集
团“营销状元”。2017年，他的营
销业绩比第二名高出将近一倍。

15 年前，从田坎上走出来
时，李建伟只想找份工作养家
糊口，但走进爱菊集团的大门
之后，他发现，精彩的人生才刚
刚开始…… （文锋）

“2011年 6月，我在学校入党，
介绍人是……”在每月一次的“党员
意识提醒日”活动中，中铁一局新
加坡 T302 项目党支部的 8 名党员
都会聚在一起，以座谈交流、专题
务虚会等形式，回顾入党经历、扎
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员意识提醒日”是通过组
织党员定期开展党内活动、时刻不
忘党员身份的党建创新实践。是
在海外特殊环境中，项目党支部着
眼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凝心聚
力、优质高效推动生产任务完成的

有益探索。
“书记，国内中心组都学了啥？‘四

个意识、四个自信’征文怎么写……”
活动唤醒了党员意识，也激发了党员
对党建知识的学习热情。中铁一局
城轨公司党委委员、新加坡项目总
监张新义说：“就是要通过提醒、督
促，让每名党员始终牢记党的宗旨，
不忘初心，做好本职工作。”

“活动让我们感到党和祖国一
直在身边，有了这样强大的后盾，干
活更有劲了……”项目工程师张刚
宏如是说。

新加坡T302项目是 2016年中
铁一局在海外高端市场第一个中标
的地铁项目，也是海外的首个盾构
施工项目。进场以来，中铁一局城
轨公司党委高度重视项目党建工
作，形成了公司党委班子片区党建
责任包保、机关党群部门后台联动、
国内国外同频共振的良好格局。

中铁一局城轨公司党委书记林
建平表示，我们要继续探索适合海
外工作的党建模式，无论身在何处，
党员身份不能忘，党性不能丢，党建
不能少。 （唐建新）

中铁一局海外项目开展“党员意识提醒日”活动——

让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近期以
来，西安地
铁 4 号线运
营筹备工作
有序推进。
图为工作人
员对鲁家村
车站综合监
控设备进行
认真测试和
调试。

申立 摄

企业改制重组继续享三年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近日发

布消息称，2018年1月1日至2020
年 12月 31日，符合条件的企业将
继续执行 3年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政策，为企业改制重组减负，持续
优化市场环境。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
的《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
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明
确了 4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
企业改制重组。

通知指出，一种情形是，按照
公司法规定，非公司制企业整体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对改制前的企
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
筑物及其附着物转移、变更到改
制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
税。还有一种情形是，按照法律
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两个或两个
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且原
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原企业
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合并后的
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此外，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
个以上与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的
企业，对原企业将房地产转移、变
更到分立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
增值税。另有一种情形是，单位、
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作价
入股进行投资，对其将房地产转
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
土地增值税。

两部门明确，上述改制重组
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
地产转移任意一方为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情形。

5月22日，商洛供电公司为进一步提高新党
员的思想认识，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开展了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 张宪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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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联盟好得很！我的几百只珍珠
鸡通过联盟找到了销路，赚了1万多块钱。”
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营头村43岁的高金宝
笑呵呵地竖起了大拇指。他口中的“联
盟”，便是宝鸡市西山地区的“第一书记产
业扶贫联盟”。

西山地区位于我省最西端，辖 7镇 130
村，总人口 13.7 万人，贫困人口 7.9 万人。
整个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当地农户主
要以养殖业和种花椒、核桃维持生计。以
往各村的农户自产自销，基本处于单打独
斗状态，个别自发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缓
慢。销售渠道不畅、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一
直是困扰山区农户们的难题。

一个偶然机会，当地几个贫困村的第
一书记坐到一起商量对策：“咱的土鸡、核
桃，这些农产品营养价值高，就是缺少平
台，没有宣传。独木不成林，要不就成立一
个第一书记联盟，把西山的农产品整合起
来，发挥第一书记的资源优势，帮助农户们
脱贫致富！”

说干就干，2017年8月，陈仓区坪头镇、
拓石镇、赤沙镇和香泉镇8个村的第一书记
成立了产业扶贫联盟。“产业发展信息共
享、品牌共有、市场共进、销路共用，最终实
现共赢就是我们的目的。”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营头村
第一书记朱文超说。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联盟委托当地一家企业
注册了“醉美西山”商标，用于产品包装销售。营头村
的手工挂面原本只是农户粗加工产品，通过使用“醉
美西山”品牌并改变包装后，每斤售价提高了 2.5元。
去年9月，温水村不少农户生产的1000多公斤土蜂蜜
严重滞销，农户们着急上火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盟
得知后，对土蜂蜜进行了包装，融入“醉美西山”品牌，
最后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10元的价格销售一空。

此外，联盟还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为农产品做推
广。朱文超说：“联盟可以以团体的名义争取更多优
惠政策。以往以个人身份找大的销售企业比较困难，
而联盟能协调企业与农户、合作社的对接。”为了推销
本地的花椒，宝鸡市交警队驻马家湾村第一书记王
毅，组织大家给花椒贴上商标后，通过交警系统进行
推广销售，为农户增加了不少收入。

在销售原有农产品的同时，联盟还积极开发柏木
梳子和珍珠鸡养殖产业，通过电商平台和产品推介会
等途径销售。目
前各类产品销售
额达到 50万元，
带动产业发展
1000多万元。

（郭强 刘彤）

■中办国办部署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报告显示 我国区块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银保监会：银行采集数据应保护客户隐私
■世界杯将近 公安部部署酒驾醉驾毒驾夜查
■我国银联卡全球发行量累计超过66.9亿张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昨日在北京启动
■国家卫健委官员：中国即将全面消除疟疾
■省工商局约谈企业年报工作落实不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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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5月 23 日电
（李国利 邓孟）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23日表
示，我国今年年底之前将建成北
斗三号基本系统，开始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

第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
会23日在哈尔滨召开。冉承其在
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发射了 8颗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已建成
最简系统；年底前还将发射 11颗

卫星，建成基本系统，从而具备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
供服务的能力。

北斗系统是我国重大空间信
息基础设施，2012年底正式提供
服务以来连续稳定运行。2017年
11月之后，我国成功发射四组8颗
北斗三号卫星，北斗全球系统组
网建设进入快车道。

“目前正在进行全球组网卫
星的在轨测试、系统集成与性能

评估。”冉承其说，“初步结果表明
卫星在轨状态良好，性能满足指
标要求。”

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
师杨长风介绍，北斗三号与北斗
二号相比，增加了星间链路、全球
搜索救援等新功能，播发更优的
导航信号，采用了新一代铷原子
钟和被动型氢原子钟结合的方
式，天稳定度达到E－15量级，整
体性能大幅提升。

我国今年底前将建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