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2020年11月

10
星期二

庚子年九月廿五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600期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中央财政不再是一个“高大上”词
汇：一百来天，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直
达市场主体，温暖了亿万个体，支撑了
经济实体，如同饥者口中食、寒者身上
衣，“国家的钱”直达接济“咱家的难”，
成为财政人民性的最好体现。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今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下，
中央财政直达疫情防控前线、基础设
施建设一线，为困难企业、困难人群下

“及时雨”。“及时雨”下得“快”，有的省
份在“快”字上下功夫，资金下达时间
从二十来天压缩至一天；“及时雨”下
得“准”，不下漫天大雨，不搞大水漫灌，全部“肥水只流
基层田”，用在一线前线，用在困难市县，保工资、保运
转、保基本民生、保稳定，不搞锦上添花，全是雪中送炭。

财政，邦国之本。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挣钱
的手、分钱的手、用钱的手，归根结底是同一双人民的
手。此次 1 万亿元资金筹措，每一分钱都遵循市场规
则，来自从机构到个体的各类投资主体自主决策。抗
疫国债开市成为一种召唤，一抢而光、“上柜即空”。
退休老人买了，说享受改革红利，就要回馈社会；年轻
小夫妻买了，说到期兑付作为子女教育资金，传承爱国
意识。这也是一份对祖国未来的信念。每一角钱都来
自人民，每一角钱都回到人民。这是左手对右手的扶
持，是现在对未来的投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
方”与“八方”都是同一片国土、同一个人民。

中央财政直达基层，咱家的账就是国家的账，是
2020 年中国人民进行的惊心动魄抗疫大战的一个战
役，解决的是无数人的燃眉之急，打开的是一扇扇通向
未来的大门。一个又一个乡镇提升了发热门诊预检分
诊能力，一个又一个民生项目弱草逢春，一个又一个家
庭喜得甘霖，我国基层应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运行
能力显著提高，无数个主体得到呵护，千千万万个“咱们
的家”筑成“咱们国家”的坚强基石，大账目中有小日子，
是2020年许给未来的真金白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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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直接
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
知承诺制，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理念、方
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推进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意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高效便

民、协同推进、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以行
政机关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
重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
明确、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从
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
办事难等问题。

《意见》确定了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
主要任务。一是明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和实行以
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的系统要
结合实际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
项范围，国务院其他部门要确定部门本级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二是明
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范
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事
项，由国务院审改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
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设定事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审改办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提出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是确定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申请人
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存在曾作出虚
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四是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
程。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目录，科
学编制工作规程。五是加强事中事后核
查。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法。

六是加强信用监管。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
理制度建设，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七
是强化风险防范措施。梳理工作环节风险
点，制定防控措施。

《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
本部门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的领导，
抓好组织实施。要组织开展告知承诺制
学习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加强对全面推
行告知承诺制的宣传。要加强督促检查，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建立督
察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健全改革容错机
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制定具体工作
方案，司法部、国务院审改办要分别加强
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告知承诺制的指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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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
传思想工作》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文稿 52 篇。其中部
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
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
重大举措，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
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

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
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
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深化
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
动宣传思想工作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出版发行

■中欧班列国际供应链联盟在成都成立
■最高检首次启动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
■中国发布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报告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5000万例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本报讯（秦汉轩）11月8日，宝能汽车集团西安基

地建成暨首车下线仪式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举行。
宝能汽车集团西安基地是宝能汽车集团第一个

自主建成的全工艺整车生产基地，包括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等四大主体车间，具有“整车+零部件+出
行服务”等全产业链布局。该基地位于西咸新区秦
汉新城，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工厂全部达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 450亿元，对于完善西咸新区的产业结
构、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宝能汽车集团西安基地建成
暨 首 车 下 线 仪 式 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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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宫鑫）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
公布第五批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包括
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业园
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我省 26家企
业跻身第五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在此次第五批国家级绿色制造名
单上，除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美光半导体（西安）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 26 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绿色工厂
外，陕西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榆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榆横工业区）跻
身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三星（中国）
半导体有限公司和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跻身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单晶硅片、三星环新（西安）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锂离子动力电
池、陕西燕园众欣石墨烯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石墨烯水性建筑涂料跻身国
家级绿色设计产品之列。

11 月 5
日，渭南市临
渭区故市镇
板南村，村民
将去皮的柿
子上架晾晒
制作柿饼。

该 村 依
托集体经济
成立公司，通
过“党支部＋
公司＋贫困
户”的模式积
极发展特色
经济产业，带
动 周 边 300
余农户增收
致富。
崔正博 摄

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我省26家企业跻身第五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9日上午，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国资国
企系统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作宣讲报告。北京主会
场和 1.5 万个分会场近 30 万名干部职工参加报
告会。

郝鹏围绕“深刻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重大意义、有利条件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
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牢牢把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为实现‘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等四
个方面，结合国资国企实际，对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进行全面宣讲和深入阐释。

9日下午，郝鹏到航天科技五院与干部职工交
流互动，对国企改革、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等问
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中央宣讲团在国资国企系统
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规划建议60条要点全在这里
详见第二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