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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反复提交材料、多部门间跑腿、开不完的证明……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今年起，我市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推进政务信息资源联通
共享，“一网通办”打通企业群众办事堵点，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创业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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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中央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新时代的城乡融
合发展描绘了路线图、确立了时间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近年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同时也要看到，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
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
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
本消除。《意见》的出台，就是要解决现实
中的问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
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
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既着
眼于现实，也图之长远；既有战略部
署，也有具体路径。《意见》提出 3 个时

间节点：到 2022 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初步建立；到 2035 年，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为
此，《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
革举措：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改革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改革
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
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
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
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
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
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
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
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
路。无论是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
施建设一体化，还是乡村经济多元化和
农民增收机制，本质上都是要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
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守住底线

至关重要。具体说来，始终坚持土地所
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
民利益不受损，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
住乡村文化根脉，就是要高度重视防范
各类风险，用城乡融合发展为整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作用。城乡发
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
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之后，关键在于
落实。《意见》对落实机制也作出了创新
安排，提出“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
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有明确战略蓝图，
有具体改革路径，有高效落实机制，相信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定
会不断健全完善，为城乡融合发展保驾
护航。

（据《人民日报》）

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吕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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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市政府办了解到，近
日我市印发了《关于深化“一网通办”推
进审批服务便民的实施方案》，持续优
化市县在线政务服务平台，70%以上的
政务服务事项要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努力做到大厅之外无审批，市县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70%，在
2020年，全市各级政务服务事项将全面
实现最多跑一次或不见面审批，打造宽

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服务模式。
统一政务服务事项管理。我市将持

续深化简政放权，加强“三级四同”目录
梳理核对，编制要素统一完备、内容规范
的办事指南，完善市县两级“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清单，简化优化审
批流程，优化完善审批系统，创新政务服
务模式，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编制公
布中介服务清单，建立完善“中介超市”。

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我市加快市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整合
打通业务办理系统，实现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对接融合信用平台和政务平台，
建设政务服务移动端，与省级平台实现
数据对接，实现“一网通办”。

强化实体政务大厅建设管理。我
市加快市县乡村四级政务服务系统标
准化建设，建立免费寄递服务机制，拓

展大厅服务功能，强化基层便民服务站
点建设，开展“综合窗口”服务模式，加
强代办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推进政
务服务集中办理。

统一管理政务服务，我市推进政务
服务便利化，强化服务能效监督，完善
考评奖励激励机制，建立政务咨询投诉
举报平台，推行标准化服务，塑造榆林
政务服务品牌形象。

本报通讯员加毅 钟媛媛报道
近年来，市财政局成立专门机构，多
措并举，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结果运用，提
升财政管理水平。

及时反馈评价结果。财政部门和
市直部门及时将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反
馈项目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求其针对
绩效评价结果提出的问题，制定整改
方案，按时进行整改，项目相关部门和
单位要及时反馈整改完成情况。

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制度。将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有机
结合，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年度
预算的重要依据和财政专项资金因
素分配法安排资金的重要内容。对
评价结果好的单位，予以表扬和继续
支持；对绩效评价发现问题、评价结
果较差、整改不到位的，相应调减预
算，直至取消该项财政支出。

建立预算绩效考核和结果报告
制度。将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和预算
绩效自评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部
门单位和县市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
核体系，考核分数占到5%。要求市
直部门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财政部门向同
级人大和政府报告预算绩效管理综
合情况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
各级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建立绩效公开制度。按照政府
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将绩效评价结
果尤其是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
民生项目和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绩效问责制度。对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力，财政资金配置
和执行绩效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规定标准，且连续2
年年度目标考核排在末位的预算部门和县市区实行绩
效问责。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

我市第二期红色纪念场馆
讲解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记者满孝永报道 5月 13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榆林市第二期红色纪
念场馆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全市各级红色纪念场
馆近百名讲解员和部分党史干部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5天，以基础课程为主，采
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为拓展讲解员的视
野，培育讲解员的道德情操，特别增开一节国学课程，
邀请青岛大学教授徐良进行现场授课。湖南刘少奇纪
念馆知名讲解员培训师周琦、喻丹丹、田卫鹏等，也将
应邀来榆，重点围绕讲解接待礼仪、声音塑造、语言组
织、普通话训练、展厅讲解和舞台讲解实操等对参训学
员展开培训。

培训期间，还将组织学员前往榆林市档案馆开展
现场教学。

榆林学院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工作
取得历史性突破

19个项目获批
本报通讯员尚莹报道 近日，陕西省科技厅公布

了2019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榆林学院共有
19个项目获批，其中特色产业创新链项目5项、科技
成果转移与推广计划项目1项、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
台1项、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8项、自然科学
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一般项目4项，资助经费总额达
447万元。获批数量和资助经费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46%和269%，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近年来，榆林学院高度重视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
工作，注重服务榆林地方产业，挖掘产业发展中遇到的
关键技术问题。本次立项工作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将对
提高榆林学院科研学术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该校硕士点学科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我市召开“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暨创建省级节水型城市推进会

共同建设节水型城市
本报见习记者马露露报道 5月13日，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创建工作协调服务中心主办的2019
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暨创建省级节水型城市
推进会在城区世纪广场召开。

5月11日至17日是第二十八届全国城市节约用
水宣传周，在此期间，我市将以“建设节水城市，推进绿
色发展”为主题开展节水进社区、节水进校园、节水进
企业等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城市节水宣传
活动，推广节水技术，宣传节水理念，普及节水知识，引
导每个人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共同创建节水型
城市。

活动现场，市水利局等单位还通过在广场设立节水
宣传服务台和节水展板，向过往市民发放节水倡议书、
节水手册等宣传资料，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窍门。同
时，还开展了节水知识答题抽奖活动，市民可以分别扫
描各成员部门单位的微信二维码参与答题抽奖。

市
财
政
局
采
取
﹃
五
项
措
施
﹄

强
化
预
算
绩
效
管
理
结
果
应
用

优化市县在线政务服务平台，7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要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网上可办率不低于70%——

“一网通办”打通办事堵点
本报记者 吴杰

本报通讯员周明卿 郝芳芳报
道 “种子免费领，我们已经免费领了
3年了！”贫困户阿守雷在参加了近日
横山区魏家楼镇政府联合本地龙头企
业妙谷良农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免费
为全镇种植户发放8000斤优质香谷
米种子的仪式后说。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化
水平，助力脱贫攻坚，魏家楼镇政府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农户”和订单农业的模式，与魏
家楼镇10个村的所有种植户（其中
包含 157 户在册贫困户）和脱贫户
以及寨远合作社等6个专业合作社
签订了香谷米等小杂粮订购协议。
协议承诺所产香谷米等小杂粮全部
高于市场价 10%收购，彻底解决农
户销售难的后顾之忧，实现了企业

带动 3600 亩优质杂粮基地建设、
115 户贫困户脱贫、1200 户农户发
家致富的目标。

据了解，横山区魏家楼镇属于
丘陵沟壑区，其中谷物种植收益占
到全镇农民整体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由于农民种植的小杂粮品种繁
多、良莠不齐，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和品牌。为让良种落地生根，切实

提高村民收入，魏家楼镇政府多方
筹措资金，从2017年开始至今的三
年来，累计免费发放晋谷21号香谷
米种子22600斤。该品种亩产高达
319.35公斤，较传统谷米增产12.34%，
且色泽金黄、口感香醇、品质优良、
米油含量高，谷糠所产小米油不饱
和脂肪酸可达 90%以上，属优质谷
种之一。

横山区魏家楼镇免费发放良种助脱贫

“我们已经免费领了3年了！”

近日，佳县举办贫困妇女就业脱贫
家政培训班，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劳动力开展第一期职业技能培训。这是
佳县贫困劳动力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
现场。

此次培训秉持“培训一人，脱贫一
家”的宗旨，特别邀请了国家高级营养
师、家政培训师王红梅等优秀讲师，主要
针对孕产妇护理、新生儿护理、家政服
务、家庭保洁、服务礼仪、职业修养等方
面的专业基础知识进行为期15天全面
系统的培训，旨在通过培训进一步拓宽
贫困妇女的就业渠道，加快农村贫困家
庭脱贫致富的步伐。

本报见习记者宋艳霞 实习生贺宇
蓉摄

技能培训
脱贫有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