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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将分配1159套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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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3日电（罗
沙）最高人民法院23日对外公布关
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
题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活动。该司法解释自
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政诉讼
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
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是指被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当在第一
审、第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中出庭
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
义务。

“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说，一是仅限
于诉讼程序，不包括询问、调查等
程序。二是不限于行政机关，还包
括其他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
的行政主体。三是不限于作为被告
的行政机关，还包括应当追加为
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
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行政机关。

据黄永维介绍，司法解释依法
限定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被诉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
机关的负责人，不能作为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但行政机关委托
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
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行政机
关相应的工作人员。

黄永维表示，司法解释进一步
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
件类型，明确通知出庭应诉程序。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司法解释具
体列举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案件类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特
殊案件主动出庭应诉。

同时，司法解释明确列举了行
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正当理由
情形，并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
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并加盖行政机关印
章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
认可。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
负责人不能出庭的理由以及证明材
料进行审查。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又出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政
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
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
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
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
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
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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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单的手机操作，就有人上门将
可回收垃圾带走。近日，在西安市多个小
区，居民处理垃圾就像“叫外卖”一样省
事，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家庭可回收垃圾分
类，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兑换生活用品以
及返还环保金等。

大学学习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的 90
后青年马腾，毕业后原本成为了一名程序
员。由于非常喜欢摄影，闲暇之余他走街
串巷，经常拍摄一些城市中捡拾废品的人
和清洁工的工作生活等人文题材的作
品。也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他发现环保问
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于是决定辞职
创业“收废品”。

马腾的创业项目是将“收废品”这个
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相结合，通过研发的

“狒狒到家”APP和微信小程序，居民可以
在手机上下单，骑手接到订单后，会第一
时间赶到客户家中。首先将废旧物品进
行逐一分类、称重，返给用户环保金。再
通过物流运输到分拣中心，将回收物进行
精细分拣打包，智能循环处理，形成完整
的处理体系，从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一年时间过去了，马腾的创业团队
“狒狒到家”再生资源回收平台也从最初
的 2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100余人。业务
主要覆盖西安、新疆等地，以及后续待开
放中的40余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现在年轻人真是厉害，就是这么个
收废品的小事情，他们都可以开公司。我
们通过手机下单后，他们上门收废品，不
仅能够根据重量返现，还经常有小礼品赠
送，这真是个好事情。”6月 22日，西安市
南二环凯旋城社区，家住 17楼的刘师傅
一边夸赞马腾他们收废品平台的业务，一
边把家里的废品放在平板车上。

马腾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想
给大家呈现一个新的环保生活方式，用
环保奖励来鼓励大家参与到垃圾分类
中，将可再生资源回收融入日常生活。
这样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变得更美好。
倡导垃圾分类，创造环保价值，改善生态
环境。 文/图 陈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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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程序员辞职创业“收废品”
让更多人参与环保生活

本报讯（李媛 孙文超）6月 24日，“2020陕西重
点国有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网络视频双选会”举行，
本次招聘会由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省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承办，提供岗位 3000余个，涉及互联网、金
融业、能源、物流、建筑业、旅游、通信、电子、服务业等
行业领域。

活动面向 2020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及其他有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包括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有色金属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环保产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地
矿集团有限公司、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陕西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29
户省属国有企业参与。

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陕西公共招聘网（http:
//www.snjob.gov.cn/），点击“职等你来就业同行”logo展示
图进入陕西分会场，在分会场页面中选择“高校毕业生
招聘专场”，或微信搜索“云人才市场”参与活动。

6月22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一项新冠
肺炎问卷调查的部分结果，超过一半民众觉得
自己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患感冒或流感
等疾病的次数减少了。疾控专家分析，外出戴
口罩、洗手次数变多、减少聚会聚餐、加强家居和
办公室通风等习惯的改变，确实影响了民众患病

次数，其中最奏效的当属两个防病高招：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
戴口罩主要是预防可通过飞沫传播的传染病，比如新冠肺

炎、流感、普通感冒、水痘、腮腺炎等疾病。
大家在这段时间改变了生活习惯，外出到人群密集、空间密

闭的场所（比如搭乘地铁、公交，到商场、超市）都戴上口罩，极大
地减少了通过飞沫传播而感染各类疾病的机会。另外，在疫情早
期大家都不扎堆、不聚集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

“勤洗手”堪称最简单、有效的防病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经接
触传播的疾病，如新冠肺炎、流感、轮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多
种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

疾控专家建议，洗手时应用肥皂或洗手液搓洗，而不仅仅是
用清水冲洗。学习七步洗手法，认真搓洗 20秒以上，再用清水
冲洗干净，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双手，才算是完成了一
次合格的洗手。肥皂或洗手液虽不能直接杀灭病菌，但经过双
手搓、揉等动作，外加流水的冲洗，可将大部分病毒和细菌从手
上去除。 （何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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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专家：两个防病高招最奏效
过半调查者认为自己感冒次数少了

自6月18日起，东方航空在其APP上推出“周末
随心飞”产品，售价 3322 元，每位旅客最多限购 10
套。旅客购买该产品并激活后，可在今年内的任意
周六和周日不限次数乘坐东航和上航航班，畅飞国
内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各大城市，该产品上线后立即
受到热捧。

东航推出“周末随心飞“，最直接的目的是盘活

当前运力资源，提振航空产业链的消费水平。另一
方面，该产品也是其面对疫情冲击所采取的求生和
自救行动的一个缩影。

四川航空物流电商推出火锅外卖业务，山东航空
加入直播队伍……除了此前“客改货”等常规操作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开始发展“副业”，以期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因乘机人数减少带来的损失。

目前看来，民航业实现完全复苏还有一段路要
走。通过多元化经营以及各种方法促进消费，熬过低
谷，是航空业最切合实际的出路。 （方大丰）

打破常规的“周末随心飞”

本报讯（赵涛涛）日前，2020
年陕西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
活动优秀小组名单揭晓，陕建二
建集团28个QC小组金榜题名，这
些成果对于提升项目现场文明绿
色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质量
创优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陕建二建集团高度
重视QC小组活动，通过开展内部
发布交流、评比，加大激励力度等
措施，有效提高了员工参与QC活
动的积极性，为企业降本增效、管
理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本报讯（朱淑琴）近日，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建
筑段紧盯山区房建设施防洪隐
患，加大关键处所整治力度，截至
目前，该段清掏排水沟 251处，检
查井147口，加固水槽16个，确保
管内防洪安全。

该段严格落实“雨前预警，雨

中巡查，雨后回访”房建设施巡
检制度，展开拉网式排查。汲取
经验教训修订山区防洪预案，做
到干部指挥、技术方案、抢险人
员、材料机具、通信保障“五
到位”，最大限度压缩抢险时
间，确保房建设施防洪安全万
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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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6月 23日，省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蔡斌
介绍了我省乡村治理情况。目前，我省善治乡村格
局初步形成。

村民自治能力不断增强，全省 16047个村（社
区）实现“一肩挑”，占比达到 94.3%，乡村“两委”领
导力、凝聚力、号召力不断增强；乡村德治水平持续
提高，全省107个县（区）发挥“爱系列”客户端、基层
农村 14400多个大喇叭宣传宣讲作用，农民精神文
化生活不断丰富；乡村法治建设有力推进，农村法治
文化阵地覆盖率达到80%以上。

据悉，去年我省凤县等5个县（区），武功县武功
镇等3个镇，蓝田县小寨镇董岭村等31个村，经中央
农办等部门审定，成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试点示范县（区）和示范镇村，汉阴县“三线两化一平
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
案例。

我省善治乡村格局初步形成

全省高校毕业生国企专场招聘会举行
3000岗位虚位以待

6 月 23 日，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
宫在蓝田县华胥镇轩辕小学开展“助力
脱贫攻坚，文化进校园”志愿者服务活
动。志愿者教授孩子们如何缝制香包以

及怎样打好乒乓球，文化宫流动电影放
映队还给同学们播放了动画片，活动期
间处处可见孩子们开心幸福的笑容在脸
上荡漾。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陕建二建集团捧回28项省级QC大奖

西安建筑段加强排查力度确保防洪安全

6月23日，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发布了自主
研发的首套智能快速掘进机器人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破解了复杂地质条件智能掘进
难题，日进尺由30米达到50米以上，掘进面操作人
员由18人减少到8人，可大幅提高矿井掘进速度与
效率，有效提高支护质量。 息惠丽 摄

本报讯（李天娇）6月22日，西安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表示，近日将分配1159套双竹村公租房小区
房源，符合条件的开始登记。

据悉，此次分配对象为截至2018年10月31日，
经过两级审批、两次公示、六部门联审，取得公共租
赁住房实物配租资格（不限租金标准）且目前仍然符
合实物配租条件的轮候家庭。符合此次分配对象条
件且有意向报名双竹村公租房的轮候家庭于 2020
年 7月 10日前，登录西安市公租房项目报名登记平
台完成网上报名工作。

上门上门““收废品收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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