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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横山区波罗镇高兴庄村的榆能横山煤
电一体化发电工程项目顺利推进。这是5月10
日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该煤电一体化发电工程
项目。

榆能横山煤电一体化发电工程项目于2016
年6月开工建设，计划投资71.33亿元。目前，

项目主厂房、煤仓和厂区道路整体建设完成，1
号、2号冷塔施工到顶。预计今年9月份首台1
号机组并网运行，年底实现机组双投，建成后预
计年耗煤量407万吨，年发电量110亿千瓦时，
年产值30亿元。

刘继远摄

榆能横山煤电一体化
发电项目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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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近
日，榆阳区制定了深化“放管
服”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实
施意见，就营商环境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制定了任务清单、
时间清单和责任清单，打造诚
信、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营
商环境。

在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
程序工作中，该区将省市区三
级企业名称库向社会开放，实
现企业名称当场核准；推进“多
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降低
市场主体创设的制度性交易成
本；简化涉税事项办理流程，实
现一窗一次同步办理；压缩公

章刻制时间，做到企业“随时申
请、及时刻制”；优化开户许可
流程，随到随办，立即核发开户
许可证，当日交付商业银行。
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实
行多图联审，并联办理，实现从
项目立项到施工许可60个工
作日办结的目标。

同时，榆阳区还优化事项
办理服务，精简企业用气办理
事项、简化企业供水供电办理
流程、优化供暖措施，水电气
暖工程的规划、施工手续纳入
本体工程一并办理；降低企业
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实现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

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
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
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
年同期水平。

在优化企业纳税服务方
面，该区简并优化增值税、消
费税、企业所得税税种申报
表，简化各类税种申报环节，
压缩办税时间，推行网上办
税、就近办税，落实 5 大类
181个“最多跑一次”办税事
项清单，5月1日起，纳税人通
过财税库银、银联网银、第三
方支付等方式缴税。压缩限
办事项办理时限，限时文书综
合办结率达到99%以上。

榆阳区提升营商环境出实招

环节时间费用全缩减

深化深化““放管服放管服””改革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大企业交税多、贡献大、名
声响，受到重视无可厚非。但
对一些小微企业，有的地方采
取相对冷淡甚至不闻不问的态
度，就有违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的政策本意。

营商环境的好坏，足以影
响企业的成长。应该说，大中
小企业的经营状态不是静态恒
定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每一
棵参天大树曾经都只是一棵树
苗。只要环境适宜、管理得当、
技术先进，小企业也能成长为
大企业。大小企互利，上下游
互动，正可以构成配套的产业
链条，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发
挥出高效的集聚优势。

让大企业根深叶茂是一种
成绩，让中小企业茁壮成长何尝
不是另一种成就？而要让中小
企业跑得快、走得远，就要针对其负担重、融资
难、办事繁等现实问题，拆除有形无形的篱笆，
堵上政策法规的漏洞，扫清健康成长的制度障
碍。既要一视同仁客观对待，也要给善闯领跑
的项目以支持，给敢想敢干的人才以鼓励，惟

其如此才能让市场活
力不断涌现。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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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艾朵朵报道 今
年，子洲县投资1362万元发展山
地苹果产业，让苹果真正成为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该县按照“一株壮苗、一个大
坑、一桶水、一筐农家肥、一碗磷

肥、一张地膜、一根竹竿”等“七个
一”的技术标准将新栽山地苹果
2万亩，建设防雹网1000亩；同
时按照“大改型、强拉枝、巧施肥、
无公害”四项关键技术，对过去的
6000亩老果树进行了修剪改造。

子洲今年投资1362万元
发展山地苹果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今年以
来，我市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
优质增量供给，培育高端能源化
工产业集群，加快非能源产业发
展，全面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据统计，一季度，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经济开局良好，累计完成
工业总产值975.82亿元，同比增
长10.9%。

支柱行业全面增长。一季
度，五大支柱行业累计完成总产
值882.5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90.4%，产值同比
增长11.3%。其中，煤炭开采洗
选业和化学原料制品制造业增速
高于全市产值增速。

大中型企业保持稳步增长。

一季度，全市134户大中型企业
规上工业企业共完成总产值
732.25亿元，同比增长6.7%，在全
市规上工业产值排位前50户企业
中，35户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一
季度，831户规模以上直报工业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43亿
元，同比增长15.0%。全市31个
行业大类中，27个行业主营业务
收入实现正增长。五大支柱行业
中，煤炭开采洗选业、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
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的
主营业务收入均呈两位数增长，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增幅最大。

一季度我市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975.82亿元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史竞男） 人民日报社组织编
写的《习近平用典》第二辑，近日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面向全
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
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
章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党治国、内
政外交上的深刻思考。这些讲话
和文章中，精妙的典故信手拈来，
广博的引用贯通古今。从这些用
典中，既可以追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活
水，又能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
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
现实意义的《习近平用典》，自
2015年2月出版发行以来，被译
成英、法、俄、日、葡等14种版本，
累计发行近200万册。《习近平用
典》第二辑沿用《习近平用典》第
一辑体例，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近
年来引用的，体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故
148则，对其现实意义和背景义
理进行解读、阐释，是一部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读本。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读本——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出版发行

公 告
一份年报，关乎诚信，关乎未来，关乎机遇。凡于2017年12月31日前在全市各

级工商登记机关设立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请于2018年6月
30日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按期
申报年度报告。

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在政府
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予以限制或禁入。

榆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5月16日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5月 15
日，全市第一季度行业扶贫点评暨
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
记戴征社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总
结经验，持续用力，工作上更加精
准、效果上更加真实、干部作风上
更加严格，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典型引路，保持政策定力，构建
大扶贫格局，全面提升榆林脱贫攻
坚整体水平。

市委副书记钱劳动主持会议，
市领导马洪潮、马秀岚等参加。

会议通报了全市一季度行业
扶贫专项督查和问题整改部署情
况，对10个县市区情况进行点评，

并安排部署近期行业扶贫暨问题
整改推进工作。

戴征社对全市第一季度行业
扶贫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扶贫战略思想，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在工作上更加
精准、效果上更加真实、干部作风
上更加严格，总结经验，正视问题，
持续用力，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

戴征社强调，要突出重点，形
成合力，全面提升脱贫攻坚的整体
水平。坚持目标导向，差什么补什

么，确保年度脱贫任务完成；坚持
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
题，提高脱贫的效果和质量；坚持
典型引路，形成榆林脱贫攻坚的特
色；坚持脱贫政策不变，保持脱贫
定力，提高群众满意度；坚持大扶
贫格局，调动全社会资源和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戴征社要求，要强化领导，改
进作风，实实在在解决好脱贫攻坚
中的突出问题。各级各部门“一把
手”要亲力亲为，主动研究解决脱
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市脱贫
攻坚指挥部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
用，纪委、组织部门要加大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力
度，各行业部门要把政策、措施、标
准落到老百姓身上，真正体现行业
脱贫攻坚的责任。要高度重视村

“两委”班子和“四支队伍”建设，聚
焦聚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钱劳动要求，各县市区和行业
部门要夯实责任，围绕今年脱贫任
务，进一步做好重点工作任务落
实，要建立扶贫政策落实“绿色通
道”，使贫困户有更多获得感。要
高度重视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对照
问题清单及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
逐项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确
保遗留问题全部清零。

戴征社在全市行业扶贫点评暨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工作更精准效果更真实作风更严格
全面提升榆林市脱贫攻坚工作水平

本报记者白潇 通讯员秦小
平 高晋报道 今年以来，清涧
县全面启动3万亩低产枣园“双
降”改造工作，集中安排在黄河、
无定河沿岸高杰村、解家沟、石盘
等乡镇，逐步打造沿黄、无定河两
条红枣高产带。

据了解，该县林业部门组建
技术承包集团，通过现场操作示
范、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对枣农进行集中培训，并以包
镇包村的形式落实技术人员蹲点
指导，同时红枣主产区各乡镇选

址打造了1000亩低产园改造精
品示范区和50亩有机红枣示范
基地，有效推进了改造工作。

此外，该县结合“三变”改革，
积极引导村集体主动发挥核心作
用，组织本村劳动力集中推进改
造，并鼓励大户承包经营枣林，实
施双降低改；协调龙头企业承担
低改任务，以“企业+基地+农户”
模式完成双降改造；由县林业局
向相关乡镇提供部分高枝油锯，
发放半价补贴农药，为项目实施
提供保障。

清涧推进3万亩低产枣园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