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身边的
视觉设计与印
务专家

致力做好城
市综合服务商
商务专线：
0911-8080001

8216292

延安融媒印务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
传媒有限公司
依 托 延 安 电
视、广播、报
纸、“ 我是延
安”客户端等
媒介资源，根
据企业诉求提
供一站式宣传
定制服务。

融 媒 传
媒·您身边的
媒体宣传专家
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8226222

延安融媒传媒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演播
有限公司

“精彩来
自专业”，延安
融媒演播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大型活
动策划、录制、
直播、电商、短
视频运营的专
业公司。

演绎非凡
传播精彩

服务热线：
0911-2820069

精心做精
品，精品赢市
场！延安融媒
文创有限公司
是延安市融媒
体中心授权对
外宣传、承接
形象宣传视频
创作、具有文
化创意性质的
专业性公司。

有文创，梦
飞扬！
服务热线：
0911-8216272

延安融媒文创
有限公司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系列评论

文明无止境，创城无终点。当
前，延安正在全力以赴争创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全市上下必须齐心合
力，共创共建，推动延安文明程度不
断提升。

众所周知，文明典范城市是文明
城市的升级版，创建标准更高、要求更
严、任务更重，竞争也更激烈。而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延安付出了
长期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可喜
的成就。背街小巷，看不到乱贴乱画
的小广告；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守规，
秩序井然；公交车上，市民主动为老弱

病残孕让座……可以说，这些都为延
安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奠定了坚实
基础。但不可否认，面对新的任务要
求，延安仍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更需
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再接
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

要知道，文明创建是一项系统工
程，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
因此，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
同作战、合力攻坚，形成齐抓共管、各
方参与的良好局面。比如，把延安全
国文明城市复审和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统筹起来，把农村和城市统筹起来，把
创建工作和学雷锋活动、爱国卫生运
动、城市有机更新等工作融为一体，不
断推动延安各项创建措施落地见效。

创建工作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
人。生活在延安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
人，既是创建活动的真正主角，更是活
动成效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我们要主
动把自己摆进创建大局，积极参与到内
容丰富的创建活动中，自觉投身到形式

多样的文明实践中，学习先进模范，参
与志愿服务，即便只是俯身拾起垃圾、
停车让路行人、做好垃圾分类等小举
动，也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精致、生活更
美好。

单弦不成音，孤木不成林。只要
我们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人人争为文
明创建尽一份心、出一把力、添一道
彩，延安就一定能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

齐心合力 共创共建
延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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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任小文不慎将
儿子刘昊宇出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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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刘正，父
亲高慧不慎将女儿
刘佳诺出生证明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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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0458147, 声 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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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方大燕 黄建
斌） 3月 14日，延安市重大项目和
招商引资第五次周“解扣”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晓军
主持会议，副市长王云祥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第四次周“解扣”会
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围绕高新区5GW高效N型电
池+2GW高效组件项目土地收储、
中石油煤层气产能入统、重点项目
节能评估审批等问题，研究对策措
施、明确责任任务。

刘晓军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
坚持做好周“解扣”会议的整体统
筹安排，强化要素保障，细化工作
环节，确保会议有效衔接。要拉高
会议标准，按照“谁发起、谁核实、
谁跟踪”要求，对议定事项全程跟
进，对存在问题进行严格评判，确
保项目按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如
期完成。要完善工作机制，聚焦重
大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及时提出
解决措施，切实解决影响项目建设
的深层次问题。

本报讯（记者 刘彦 张鑫 祁小
军）3月14日，我市召开纪念延安双
拥运动80周年专题研讨会。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杨宏兰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袁家富致辞。

杨宏兰指出，今年是延安双拥
运动 80周年，举行这次研讨会，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弘扬践行延安精神的具体实
践。作为双拥运动的发祥地，各级
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
握双拥优良传统的精神实质，切实
扛起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责
任。要赓续红色血脉，在学习宣传
研究阐释弘扬践行双拥优良传统上
持续用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军营”，推出一批讴歌双拥
旋律的精品力作，深入挖掘双拥运
动的时代价值，继续擦亮延安市与
延安舰“城舰共建”双拥品牌，扎实
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实践活动，推
动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开展。要聚焦
时代特点，不断推进新时代双拥工
作高质量发展，以“十连冠”的优异

成绩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延
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袁家富表示，召开此次研讨会，
对于传承和弘扬延安双拥运动光荣
传统，研究新时代双拥工作特点规
律，进一步推动双拥工作创新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要以此
次研讨会为契机，广泛汲取真知灼
见，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双拥工
作，为驻延部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训练水平、完成多样化军事任
务提供坚强保障，努力让双拥优良
革命传统源远流长，在新时代放射
出新的光芒。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战略学
教授罗海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高中华（录
播）作主旨发言。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大
学、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专家
学者和延安军分区、延安市融媒体
中心相关负责同志依次作主题研
讨发言。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部
分成员单位及驻延部队团级单位
主官参加研讨会。

我市召开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周年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王冬）
3月13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
统金走访调研我市部分规上民营企
业。市工商联、市行政审批局、市市
场监管局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胡统金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了延
安市博爱医院、延安鼎鼎天通讯器
材有限公司、延安双丰集团有限公
司、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延安恒丰制粉有限责任公司、延
安峁圪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等6家
民营企业。

“今天我们主要是了解企业存
在的困难问题，听取大家对民营经
济发展的意见建议。”走访中，胡统
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每到一处，
胡统金与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详
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贷款、
项目承揽、要素保障、享受政策等方
面的情况，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
法。

胡统金指出，民营企业是延安
发展的“生力军”，为全市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
述，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作自己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落实“两个健康”要求，全力推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胡统金强调，统战部、工商联和
其他有关部门要当好服务民营企业
的“店小二”“娘家人”，增强服务意
识，提升服务能力，倾听企业心声，
关注企业诉求，全心全意为企业办
实事，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广大民营企业要增强发展信
心，把握发展大势，积极开拓市场，
加强改革创新，想方设法提高企业
竞争力，进一步夯实发展后劲，促进
提质增效，为延安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市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全面了解
我市规上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扎
实推进“三个年”活动走深走实。3
月 10日-20日，由市委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22个市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
与，13个县（市、区）配合，成立19个
调研工作组，通过开展“三送三问三
解”活动，对全市 1525家规上民营
企业进行大走访大调研，为企业“问
诊把脉”，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民营
企业，促进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袁波）
日前，记者从全市财会监督工作会
议上获悉，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我市
成立市财政局财会监督工作专班，
全面加强财会监督职能作用，健全
完善财会监督工作机制，积极构建
财会监督体系，依法依规履行财会
监督职责。

根据《意见》要求，我市财会监
督工作将对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其他组织等单位，还涉及参与
经济活动的个人以及所有单位和个
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进行监
督。通过工作专班的设立，也将推
动财政部门与有关部门、各单位、行
业协会、中介机构紧密配合、横向协
同，实现财会监督“一张网”展开。
财会监督将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
通、相互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市财政局局长张炳赟介绍，加
强财会监督，是加强党对财会监督工
作全面领导的具体行动，是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
举措，也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按
照要求，我市财会监督工作将更加突
出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
况的监督，把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作为新时代财会监督的首
要任务。更加突出强化财经纪律刚
性约束，针对财经领域不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聚焦禁而不绝、纠而复
生的顽瘴痼疾，推动实现财经秩序根
本性好转。更加突出“零容忍”打击
会计违法违规行为，牢牢抓住提高中
介机构执业质量的“牛鼻子”，聚焦行
业突出问题，严惩重罚，以儆效尤，持
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为谱写延安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贡献力量。

延安市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
第五次周“解扣”会议召开

胡统金走访调研部分规上民营企业

构建财会监督体系 履行财会监督职责
我市成立市财政局财会监督工作专班

提振消费信心提振消费信心 共享放心消费共享放心消费
——写在第41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

记者 叶四青

在第41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到来之际，如何写好维护消费者权益
这篇文章，在广大消费者心头久久萦
绕，让大家充满期待，也再一次叩响了
政府相关部门的心房。

“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和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持续规范市场秩序，
不断释放消费活力，全力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3月10日，延安市2023年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宣传活动在延安红
街举行，活动中，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梁
建军庄重承诺。

掷地有声的承诺让温暖直抵人心，
更让一以贯之的努力化作新的前行动
力，不断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再上新台
阶。

提振消费信心，从宣传做起

2023年消费维权年主题是“提振
消费信心”。围绕这一主题，延安相关
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你们买到假冒伪劣等不合格产
品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3月10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
中心FM107.7延安综合广播在延安红
街举办“提振消费信心 共享放心消费”
大型融媒直播节目，直播车内，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朱晓琴通过广播向
市民群众介绍了今年延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重点工作部署，同时就人民群
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及消费维权工作等
热点问题回应，获得广泛称赞。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拓宽消费维权
渠道，广泛传播消费维权社会共治理
念，就要及时发布消费维权社会共治成
果，传递消费维权正能量，保护和提振
消费者信心。”朱晓琴感慨地说。

维护好消费者权益，营造更加安
全、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才能更好提
振消费信心。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
延安积极努力并取得丰硕成果。记者
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市放心消费
创建和消费环境综合指数连续三年均
获全省第一。

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受
到普遍关注。在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方面，我市深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全市确定6716名党政领
导干部包保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5万余
家，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大
力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
全”专项行动，发现风险隐患4196个，
全部完成整改。在全国首家开展农村
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制作
了食堂禁用、慎用食材和禁止供应食品
品种目录，赠送全市所有学校在食堂张
贴使用。

在保障百姓用药安全有效方面，我
市深化“药品安全放心工程”，制定出台
《延安市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若
干措施》，紧扣“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年”
主线，围绕新冠疫苗、核酸检测试剂、防
疫药械等重点品种开展监督检查，严厉
查处“两品一械”违法违规行为，2022年
共查办药品案件 153件，罚没款 72.64
万余元。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五类药
品”实名登记，累计完成24.9万余条风
险数据排查；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
后，各县（市、区）局积极动员零售药店
实行退烧药拆零限量销售，严厉打击囤
积居奇、哄抬药价、恶意涨价等违法违
规行为，全力服务防疫大局。

付出获得了回报。我市在全省药
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中获评第一，黄陵
县局荣获全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先进试点县和案件查办先进县。市局
荣获全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先进
单位，连续三年获评全省“药品安全放
心工程”先进集体。

记者了解到，我市狠抓“危化、民
生、公众”三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对全市2300余台压力容器完成清理整
顿，对全市1100余公里管道完成登记
造册，对820余公里燃气管线、2678公
里长输管线完成检验检测，累计报废超
期液化气钢瓶2.8万余只。与此同时，
深入开展建材板材、油漆涂料、儿童用
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产品，2022年共查办质量违法案件116
件，罚没款90.13万余元。深入推进民
生计量服务，检定燃气表、加油（气）机
等计量器具 12.9万台（件），减免费用

769.85万元，7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获
省市场监管局审批。

我市还深入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
办“铁拳”行动，2022年全市共查办各类
案件1126件，罚没款784万余元，公开曝
光典型案例15件；纵深推进转供电环节
加价专项治理，累计清理规范转供电主
体600家，惠及终端用户33876户，退还
多收终端用户电费2157.80万元；深入
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执法检查，累计责令
金融、行业协会等机构退还对企业违规
收费1801.95万元；创新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加大行政垄断案件查办力度，
清理纠正违规政策措施37份，查处反不
正当竞争案件6起，罚没款47.61万元。

让群众吃得放心、买得放心、
用得放心

下大力气加强市场监管，为的是给
消费者更好维权。

“商品市场上鱼目混珠，如果买到
假冒伪劣商品，不要忘了用各种手段维
权。”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与
网络交易监管科负责人表示，不小心买
到了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及时拨打
12315投诉举报热线，或者向当地市场
监督管理局投诉，还可以拨打在营业场
所公示的辖区市场监管所电话进行投
诉。投诉时需明确投诉人的姓名、电话
号码、通讯地址，被投诉人的名称（姓
名）、地址，具体的投诉请求以及消费者
权益争议事实。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倍；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 500元的，为 500元。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
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
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
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
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
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记者了解到，按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时，可以通过如下五条途径解决：（一）
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
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
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
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全市重要的购物场所，如
居然之家、华润万家超市、永辉超市
等，都设置了消费维权站，由企业设
置专人负责解决消费问题，消费者可
以携带相关票据及商品在消费维权
站协商解决。2022年以来，围绕“共
促消费公平”主题，我市以提升优化
消费环境为目标，持续深化放心消费
创建。其中，紧盯“五个放心”，全力
打造“圣地放心消费”品牌，在全市推
广安塞区以一带十整体提升的“十户
联创”工作机制，大力开展示范单位
培育行动，累计培育 2798家，其中省
级示范单位49家，居全省第一。

与此同时，打造放心消费示范街区
28条，建立消费维权站 2552个，覆盖
90%以上的购物场所。共受理各类投
诉举报及咨询10778件，期限内办结率
100%，为群众挽回损失970万余元。深
入开展各类行业乱象整治，75个农贸市
场达到平安市场创建要求。

梁建军说，我们要把“保障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买得放心、用得放心”作为
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紧盯“五个放心”
（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
放心、维权放心），实施放心消费提升行
动，打响叫亮“圣地放心消费”品牌。一
是要深入推进示范单位培育行动，扩大
创建工作覆盖面，全年完成县级示范单
位750家、市级示范单位90家、省级示
范单位25家的创建任务。二是要积极
推动线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活动，
完善消费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引导经
营者在线化解纠纷，持续加强消费维权
服务站建设。三是要结合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
各类新媒体，大力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宣
传教育行动，不断提升老百姓对两个创
建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上接第一版）
杨光远指出，市政协和市级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互相通报2023年工作
计划，协商研究如何推动政协工作提
质增效，为今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奠定坚实基础。他强调，要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学习宣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为主线，从严落实

市委部署要求，同心奋进中国式现代
化新征程、共同谱写延安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要充分发挥参政党职能作
用，全面对标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来延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紧扣省委“三个年”活动和大力发
展“四个经济”安排部署，积极引导各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立足党派优势和

自身专长，认真履职尽责。要构建支
持民主党派在政协发挥作用的平台，
坚持定期走访党派团体制度，密切与
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沟通联络，进一步健全完善“主席接待
日”协商制度机制，广泛宣传各党派团
体服务中心大局的履职风采，努力为

各民主党派履职搭建更为广阔的平
台，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

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
为新起点，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
延安市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职尽责，积
极建言献策，齐心协力助推延安各项
事业高质量发展。

“九平回来了！”
“九平从北京回来啦！”
3月14日上午，参加完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樊九平
返回甘泉县。得知消息的乡亲们早早
聚集在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村委会，

“等着九平给我们说说北京开会的事
儿”。

“九平，你见到总书记没有？”
“见到了，我和总书记的距离只有

20来米。”
“九平，给我们说说两会的事，跟咱

村上发展相关的都有啥？”
…………

“我要当好全国两会精神的宣讲
人，把全国两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一
线，把参会期间所见、所闻、所感与大家
分享。”樊九平这样念叨着。

刚回到桥镇村，桥镇乡的党员干部
和群众就把樊九平围了起来，大家七嘴
八舌地向樊九平询问着全国两会的盛
况。樊九平也迫不及待地将北京一行
的收获和振奋的心情与大家分享着。

向大家分享完全国两会的精神食
粮后，顾不上路途劳累，樊九平又走进
了村里的调解室，为村上两户因为地界
问题产生纠纷的村民进行调解。大家
都把希望寄托在了群众信赖的“樊公

道”身上。在调解室内，樊九平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
终于让双方达成了共识，矛盾解开了，
樊九平的心也终于踏实了。

“樊九平是我们村上的主心骨，当
家人，处理问题非常公正，今天从北京
回来第一时间就处理了我们两家的矛
盾纠纷，处理的结果我们两家都满意，
我非常感谢他。”多日的烦心事得到解
决，桥镇村村民胡云莲的脸上终于露出
了笑容。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幸福安康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今后
我更要了解人民群众想什么、忧什么、

盼什么，深入群众身边，开展调查研究，
把人民群众‘急愁盼难’等基层问题，转
化成一份份有见地、有对策的代表意见
建议，当好民意传声筒，利用自身优势，
帮助群众解决难事。”樊九平说，作为一
名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名基层的党
支部书记，他一定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
会精神，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不断提高
履职水平，把会议精神真正转化为实践
成果。

唯有只争朝夕，方能不负韶华。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了，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樊九平的履职路才刚
刚开始……

“九平从北京回来啦！”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柴皓 许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