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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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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关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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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在陕西省第五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出倡议——

9 月 16 日，由省体育局主办的“2018 李宁用心趣
跑生活节（西安站）”比赛，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举
行。活动旨在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
中来。 杜成轩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18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办陕西省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情况新闻发布会，
邀请省供销合作总社新闻发言人、
副主任张乃卫介绍相关情况。

张乃卫介绍说，2017年全系统
销售总额 824.4 亿元、同比增长
14.58%，汇总利润 2.91亿元、同比
增长 15.2%。今年 1-7月，全系统
销售总额 442.4亿元、利润 14232.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5.8%和10%。

供销社综合改革由点到面深
入推进。目前，全省 10个设区市、
53个县区已制定了深化供销社综
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可以说供销
社综合改革由专项试点转向全面
改革的新阶段。一是龙头企业壮
大发展。全系统组建完成了陕西
供销企业集团、陕西供销电商集
团以及延安、韩城、神木、镇安
等市、县供销集团。二是基层组
织建设持续加强。基层供销社由
2013 年底 933 个发展到目前的
1078个。发展村镇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430个，发展杂粮、水果、茶叶、
食用菌等产业联合社 161个，组建
领办专业合作社1940个，建设村级
综合服务社（中心）达 8569家。三
是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组织参加
农产品展销展览、开展土地托管、
开办农村智慧超市、开展网上购
销，基本实现供销社经营服务在我
省乡镇全覆盖。

综合改革的重点举措得到有
效落实。在省属企业改革方面，陕
西供销企业集团、陕西供销电商集
团、陕西棉花集团主营业务日益明
确，经营效益有效提升。省直其他
公司业务恢复性发展。

电子商务引领供销事业发展
的势头显著增强。2017 年 1 月，
省、市、县三级供销社入股1亿元，注册成立了陕西供
销电子商务集团，重点运营“供销 e家”省级平台，今
年上半年已在“供销 e家”平台开设市、县级馆 24个，
实现线上交易额 1.36亿元。另一方面，着力推进“电
子商务进农村”，在旬阳县、白水县等 25个贫困县进
行电子商务股权投资，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站 260个，
6500余种农产品“触网”营销。在全省选择了 40家
500平方米以上的镇级超市作为第一批零批业务试
点，以商超门店集采集配的业务形态，开展了线上线
下业务。加大仓储物流建设力度，已建成和在建的各
类产地仓和配送仓26座，总面积60500平方米。其中
与菜鸟网络合作在武功县建设的供销 e家·西北前置
仓是全国首个菜鸟原产地标准化仓库，为陕南、陕北、
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农产品提供仓储服务。2017年
全系统电子商务销售23.31亿元、同比增长34%，今年
1-7月份销售额达到15.22亿元、同比增长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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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翟西滨） 9月17日，咸阳市总工会“新
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百姓宣讲活动，在咸纺集团“赵
梦桃小组”举行。省劳动模范、“赵梦桃小组”第13任
组长何菲进行宣讲。

何菲结合成长、工作经历，畅谈了对党的忠诚、对
企业的热爱。感人的事迹赢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

何菲表示：“我在梦桃小组工作了 13年，自去年
接过这面鲜艳的旗帜，倍感压力和动力。一路走来，
这个光荣团队没有让一个姐妹掉队并取得了辉煌业
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在我们心中，梦桃精神
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三新”宣讲走进“赵梦桃小组”
咸阳市总工会

据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此次清理的
范围是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法
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
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国务院
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及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清理的重点是，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
境保护文件精神，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不符合不衔
接不适应的规定。

《通知》提出，清理工作要坚
持“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各
地区、各部门要依据党中央、国务
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文件精神和
上位法修改、废止情况，逐项研究
清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主要
内容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

环境保护文件相抵触，或与现行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不一致的，要予以废止；部分内
容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
境保护文件相抵触，或与现行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不一致的，要予以修改。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清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方案，明
确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抓紧开
展清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薛生贵） 9月
17日上午，陕西省第五届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在商洛市启动。宣

传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

大为在启动仪式上发出倡议——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让互联网更
好地造福人民。

郭大为指出，没有互联网安
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
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作出
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推动网信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强调：“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
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
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
发展的最大增量。”这为我们做
好网信事业提出了新的目标要
求，也提供了行动指南。

郭大为强调，随着互联网高
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互联网让世界更加
精彩，生活更加便捷。但与此同
时，网络攻击、网络侵权、网络

诈骗、网络谣言等问题时有发
生，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共安全、
损害人民利益的突出问题。因
此，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
络安全防护能力，考验着各级政
府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本领，也检
验着政府的公信力。

郭大为指出，没有意识到风
险就是最大的风险。要加大普法
力度，引导广大网民依法上网、
文明上网、安全上网，自觉遵守
法律和道德规范；要加强网上正
面宣传，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培育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
式；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上网保
护，引导青少年从小学安全、知
安全、懂安全。各级党委、政府
要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要
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
上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互联网企业要强化风险

意识，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研发，
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提升安
全防护技能。

郭大为要求，各地、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要不断总结经
验，完善机制，共同推动网络安
全宣传常态化、制度化、长效
化，加快网络强省、数字陕西、智
慧社会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坚
固长城。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我省
将开展网络安全体验展、网络安
全大讲堂、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
竞赛、网络安全进基层、全国青年
学子网络安全万里行和 SSC网络
安全峰会等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陕西省委网
信办、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
资委、省通信管理局、省总工会、
团省委和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等八
部门共同举办。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

郭大为在陕西省第五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启动仪式上致辞 岳红利 摄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7周年纪念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
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潘昱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9月
18日，省人社厅举行新闻通气会，
介绍我省现行的创业担保贷款有
关政策，并通报全省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宣传月有关情况。

我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自
2003年启动以来，累计发放贷款
541.19 亿元，直接扶持 61.71 万
人，带动就业 210.56万人。基本
形成了具有陕西特色的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体系，保持了稳定、快速

发展的良好局面，取得明显成效。
省再就业服务中心副调研员

王敏学介绍说，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是政府为解决创业人员创业资
金困难，而制定实施的一项金融
扶持政策，也是促进就业政策的
一项重要内容，其根本目的是通
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帮助符
合条件的劳动者创业并带动更多
人员实现就业。

据了解，贷款扶持的对象及

条件为，个人贷款扶持对象范围
是具有本省户籍，在法定劳动年
龄内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复员转业
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
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
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
失业人员、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网
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个人借款人申请创业贷款的
条件是应当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
自有资金，无不良信贷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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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或证明材料。同时，
个人借款人除助学贷款、扶贫贷

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
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富秦
家乐卡消费）外，个人借款人在提
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
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企业贷款扶持的范围是，符
合工信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 〔2011〕 300号）文件规定
的小微企业。

企业借款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是，自提交申请日前 1年内新招
用符合申请贷款个人扶持对象人
员（不包括大学生村官、留学回
国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
商户） 数量达到企业职工总数

25% （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劳动
合同。无不良信贷记录，以及拖
欠职工工资等严重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

通气会还通报了全省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宣传月的有关情况。
省人社厅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
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宣传月活动，时间为9
月 20日至 10月 31日。活动主要
包括四方面内容，集中开展创业
担保贷款政策的宣传；送政策走
基层服务活动；通过基层服务平
台广泛发送宣传资料；举办创业
创新大赛。

具有陕西特色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累计发放贷款541.19亿元 带动就业210.5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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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煜弢）9月 14日，
陕西科普使者走进贫困县公益活
动圆满结束。活动由省科学技术
厅、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省科
技资源统筹中心承办。

活动期间，科普使者深入国
家级深度贫困县安康市汉滨区谭
坝镇松坝九年制学校、汉滨区东

坝小学，汉中市镇巴县泾洋镇中
心小学，为700余名孩子讲授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技能。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发挥自身优势，助力
脱贫攻坚的系列活动之一，在贫
困地区学生中取得热烈反响和良
好效果。

陕西科普使者走进贫困县公益活动结束

本报讯（苏阳）为了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推进
我省社会团体法人诚信
自律建设和健康发展，
近日，省民政厅就进一
步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管理
发出通知。

通知指出，社会团体
收费项目主要包括：会费
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提供服务收入、捐赠收入
等。社会团体收入及支出
应定期向全体会员公示，
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团体
的收费项目应依托国家信
息中心主办的“信用中
国”网站“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信息公示系统”集中
公示。

通知要求，社会团体
必须坚持入会自愿、退会
自由的原则，不得依托政
府部门、利用垄断优势和
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
强制入会、阻碍退会。对
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阻
碍退会等行为，企业或个
人会员均可向同级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举报，
登记管理机关经查实依法
予以查处。

通知要求，社会团体

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履行
或受政府委托代行有关职
能时收取的费用应作为行
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收费
项目和标准应当严格履行
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相关审批手续后确定，
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
高收费标准。收取行政事
业性费用时须购领和使用
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
票据。收费收入缴入国库
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部门
预算统筹安排。

通知要求，社会团体应
当按照法律法规在宗旨和
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服务
性活动，收费后须向付款方
开具发票，并依法缴纳增值
税等税费。社会团体面向
社会提供有偿服务，须依法
签订合同，对政府定价管理
的，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
制定的收费标准；对实行市
场调节价的，按照公平、合
法、诚实守信的原则，公允
确定并公开收费标准，提供
质价相符的服务；社会团体
不得强制服务并收费。

通知要求，社会团体接
受社会各界捐赠要坚持自
愿和无偿的原则，禁止强行
或者变相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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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前，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关于组织开
展中秋、国庆和重阳节日文化活
动的通知》，对进一步丰富节日期
间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要紧密结合中秋、
国庆和重阳节日特点，突出节日
文化主题，挖掘节日文化内涵。
中秋节期间，突出阖家团圆、喜庆
丰收主题，组织开展中秋灯会、音
乐诗会、民俗展演、祭月拜月、非
遗展示、美食体验、经典诵读等活

动，营造万家欢乐的节日氛围。
国庆节期间，紧紧围绕庆祝新中
国成立69周年，组织升旗仪式、主
题展览、文艺表演、书法绘画等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发人们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热情和力量。重阳
节期间，突出崇老敬老、厚德仁爱
主题，组织走访慰问、志愿服务、
登高赏菊和广场舞、歌咏比赛等
文体活动，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活动要重点依托历史
文化街区、公园等开展城市节日
文化活动；着眼提升农民精神风

貌开展农村节日文化活动；运用
互联网阵地开展网络节日文化活
动；发挥公共文化设施传播节日
文化的作用；面向青少年开展节
日文化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调
动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性，明确
责任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倡导文明节俭、突出面向大众、确
保安全有序、营造祥和氛围，扎扎
实实把节日文化活动做得有声有
色、富有成效。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精心开展中秋国庆重阳节日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