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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观察

资讯速递

近日，太白县400余名干
部群众积极参加无偿献血，仅
一天时间，献血近12万毫升。
本次献血活动，来自太白县各
个单位的干部群众积极参加
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医务人
员向志愿者积极宣传有关献
血常识，并叮嘱志愿者在献血
之后的注意事项。前来参加

献血的干部群众自觉排队填
写登记表，体检、化验、采血有
序进行。用实际行动传递正
能量，唱响“无偿献血、血浓情
更浓”的奉献之歌。据统计，
太白县400余名干部群众、人
民子弟兵参与了无偿献血，共
采集血液近12万毫升。
文/图通讯员吕永刚 吕丽

关注乡村学生
长安区举办诵读比赛

近日，由长安区委宣传部、区文体
广电局、区图书馆举办的第七届“关注
乡村学生·分享阅读快乐”诵读比赛在
长安区王庄初级中学举行。比赛中，
《观沧海》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
丽，表达了孩子们胸怀大志的进取精
神；《丝路畅想》更具时代气息……12
个朗诵节目通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
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名。

通讯员杜成轩

陕煤建设汉中分公司
做好施工安全管控

近日，陕煤建设汉中分公司进一步
强化监管措施，确保冬季建筑施工安全
无事故。明确项目负责人、安全员、质
检员职责，对施工现场进行不间断的安
全检查。健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体系，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对所有
在建项目进行全方位拉网式安全大检
查。做好现场工作人员的冬季安全施
工培训，增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 贺展展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
铁运装车创纪录

10月25日，陕煤集团陕北矿业红柳
林公司铁运完成火车装车10列，创下该
公司铁运装车历史新纪录。红柳林矿业
公司销售部门紧抓任务指标和效益质
量，强化装车效率，确保装车质量。进一
步挖掘潜能，激发销售活力，干部职工围
绕销售业绩比、学、赶、超，在岗位上提高
业务技能，在岗位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通讯员田宏伟杭鑫梁永博

宝鸡文理学院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近日，宝鸡文理学院与太白县签
订了60万元的优质农产品采购框架协
议。该校在开展“‘双百工程’优质农产
品进高校直通车”消费扶贫活动中，组
织相关人员积极开展产销对接，积极与
太白县加强沟通，了解他们需要推介的
优质农产品相关信息。通过借助学校
这个销售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使帮
扶的太白县优质农副产品走出农村，把
农村的绿水青山变成农民口袋里实实
在在的收入，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帮助
群众脱贫致富。 通讯员韩恩强

榆北小保当公司
自我监督提高工效

近日，榆北小保当公司机关办公
楼各办公室门口多了一块小小的牌子
——“员工去向告知牌”，内容分为“工
地、公出、休假、请假”四个去向状态，并
公开联系人返回时间和联系电话。这
是榆北小保当公司规范机关纪律、转变
机关作风的一项新举措。设立去向告
知牌使工作人员的行踪“透明化”，加强
了机关工作人员的自我监督，进一步提
高了工作效率，推动公司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 通讯员刘婕杨东梅

合阳公安
开展体能达标测试

10月30日，合阳县公安局组织全
体民警开展了2018年体能达标测试。
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如实记录测试结
果，逐项对标落实，确保测试工作质效
双收。参训民警相互加油鼓劲，相互竞
争赶超，向全体民警诠释了在竞赛中成
长、在成长中进步的真谛。

通讯员王伟

从宝鸡岐山县县城一路向
南，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便到了
雍川镇韩家村。

岐山是西周的肇基之地，
3000多年前，周人曾在这里繁衍
生息，孕育出熠熠生辉的周文化。

今年2月，岐山县教体局选
派尚海潮为韩家村“第一书
记”。“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
金。”在脱贫攻坚动员会上，这位

“80后”小伙言简意赅地讲明来

意，“在周文化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勤勤恳恳为村民谋幸福，不
负重托。”

上任伊始，他一面加强与村
干部、队干部交流，逐步制定完
善村委工作规范和工作计划;一
面从道路硬化、公厕改造、水渠
维修等事做起，制定详细的脱贫
计划，实现帮扶全覆盖。

经过多地考察后，尚海潮将
种植花椒确定为韩家村的主导

产业，并积极动员贫困群众参加
花椒栽培技术培训，鼓励种植大
户注册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努力引进实力雄厚的龙头企
业与他们对接合作。

截至目前，全村花椒产业基
地面积达到180亩，16户村民领
到产业直补资金1.727万元。此
外，他还多方争取，筹集到打井
以及配套设施资金60多万元，沙
石路修建资金50万元，涝池改造
提升资金15万元。

“物质脱贫，精神也要脱贫，
这样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尚海潮说，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融入到精准扶贫中，让扶
贫真正从“输血”转为“造血”。

“用文化助力脱贫，让家风
馆和礼乐广场成为转变思路的
突破口、追赶超越的加油站。”在
岐山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周雅的支持和多次实地调研下，
依托教体局的师资优势，尚海潮
着手筹建家风馆和礼乐广场，并
筹集资金10万元。

今年8月，雍川镇下辖的韩
家村、王家村和袁家村，整体并入
三家村。三家村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共 122户 459人，尚海潮担任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这三个村子，产业基础薄

弱，如何因地制宜，成为尚海潮
思考的最首要问题。

通过入户走访调查，“四支力
量”开会研判，调研市场需求，尚
海潮对三家村的资源分布、土地
现状、基础设施和民情风俗等有
了全面了解，确定了一份扶贫清
单，“韩家村继续发展花椒产业，
袁家村发展小麦育种产业，王家
村发展葡萄和樱桃产业。”他说，
周文化所蕴含的仁义主张、自强
精神等观念在当代有着更新的时
代意义，接下来会继续以文化助
力扶贫，扶贫扶智两手抓，带领大
家脱得了贫，致得了富。

文/图通讯员罗军

搞产业 提精神 真扶贫
岐山县韩家村“第一书记”尚海潮的扶贫清单

今年以来，延安子长县围绕
产业扶贫、就业创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把68
个贫困村脱贫作为第一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严格对照贫
困户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和贫
困村退出“7条标准”，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
目前，子长县安全饮水完成

100%，义务教育、安全住房有保
障的完成100%，计划脱贫人口年
人均纯收入预计可达到脱贫标
准，通沥青（水泥）路完成100%，
电力入户完成100%，标准化村卫

生室完成100%，村集体经济完成
100%，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占子
长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预
计均可高于上年。

此外，子长县对贫困户实行
兜底保障。该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享受低保 5543户 11471

人，落实兜底保障措施 2812户
5217人，对每一批符合兜底条件
的贫困对象名单、每一次社会救
助资金发放情况都进行公开公
示，力保应保尽保、应兜尽兜、透
明公开。

通讯员郝文军

子长县脱贫攻坚见实效

今年以来，陕北矿业涌鑫公
司通过补齐制度短板、强化机构
建设、抓实源头预防等措施，及
时将苗头性、倾向型信访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矿区和谐稳
定发展。

补齐制度短板。该公司严
格规范了信访事件登记、受理、

办理、答复和送达等环节，夯实
了信访基础业务工作，进一步推
动该公司信访稳定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

强化机构建设。该公司及
时调整了信访领导小组成员和
信访办公室主任；健全了信访包
案机制和信访接待日值班机制；

每月月底定期公布“月度排班
表”“信访接待日”和“举报渠道”
等内容，切实引导和方便职工群
众依法逐级走访，依法表达诉
求。

抓实源头预防。该公司及
时组织召开了“信访维稳”会议，
严格按照包案机制对分管区域

存在的信访问题进行集中排查，
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
决在基层、处理在首次受理环
节，真正构筑起矛盾化解的第一
道防线。 通讯员安王建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推进维稳促和谐

10月30日,来自咸阳市中
山街的殷女士将一面锦旗送
到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张院
长的手中。原来在半个月以
前，患有膝关节滑膜炎的殷女
士在咸阳各大医院治疗多次
均无效果，直到来到秦都区第
二人民医院外科，经过治疗，
殷女士得以康复出院。

这是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用心服务患者的一个
缩影。据了解，今年以来，秦都
区第二人民医院围绕群众反映
出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进
行大胆创新，为患者提供更加
科学、人性化的服务，让基层医
疗服务更贴心、患者更舒心。

文/图通讯员范磊

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术精湛患者赞

太白县
400名干部群众集体献血

新闻进行时

尚海潮（左二）带领村民进行例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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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如实记录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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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鸡岐山县县城一路向
南，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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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岐山县教体局选
派尚海潮为韩家村“第一书
记”。“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
金。”在脱贫攻坚动员会上，这位

“80后”小伙言简意赅地讲明来

意，“在周文化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勤勤恳恳为村民谋幸福，不
负重托。”

上任伊始，他一面加强与村
干部、队干部交流，逐步制定完
善村委工作规范和工作计划;一
面从道路硬化、公厕改造、水渠
维修等事做起，制定详细的脱贫
计划，实现帮扶全覆盖。

经过多地考察后，尚海潮将
种植花椒确定为韩家村的主导

产业，并积极动员贫困群众参加
花椒栽培技术培训，鼓励种植大
户注册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努力引进实力雄厚的龙头企
业与他们对接合作。

截至目前，全村花椒产业基
地面积达到180亩，16户村民领
到产业直补资金1.727万元。此
外，他还多方争取，筹集到打井
以及配套设施资金60多万元，沙
石路修建资金50万元，涝池改造
提升资金15万元。

“物质脱贫，精神也要脱贫，
这样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尚海潮说，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融入到精准扶贫中，让扶
贫真正从“输血”转为“造血”。

“用文化助力脱贫，让家风
馆和礼乐广场成为转变思路的
突破口、追赶超越的加油站。”在
岐山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周雅的支持和多次实地调研下，
依托教体局的师资优势，尚海潮
着手筹建家风馆和礼乐广场，并
筹集资金10万元。

今年8月，雍川镇下辖的韩
家村、王家村和袁家村，整体并入
三家村。三家村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共 122户 459人，尚海潮担任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这三个村子，产业基础薄

弱，如何因地制宜，成为尚海潮
思考的最首要问题。

通过入户走访调查，“四支力
量”开会研判，调研市场需求，尚
海潮对三家村的资源分布、土地
现状、基础设施和民情风俗等有
了全面了解，确定了一份扶贫清
单，“韩家村继续发展花椒产业，
袁家村发展小麦育种产业，王家
村发展葡萄和樱桃产业。”他说，
周文化所蕴含的仁义主张、自强
精神等观念在当代有着更新的时
代意义，接下来会继续以文化助
力扶贫，扶贫扶智两手抓，带领大
家脱得了贫，致得了富。

文/图通讯员罗军

搞产业 提精神 真扶贫
岐山县韩家村“第一书记”尚海潮的扶贫清单

今年以来，延安子长县围绕
产业扶贫、就业创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把68
个贫困村脱贫作为第一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严格对照贫
困户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和贫
困村退出“7条标准”，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
目前，子长县安全饮水完成

100%，义务教育、安全住房有保
障的完成100%，计划脱贫人口年
人均纯收入预计可达到脱贫标
准，通沥青（水泥）路完成100%，
电力入户完成100%，标准化村卫

生室完成100%，村集体经济完成
100%，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占子
长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预
计均可高于上年。

此外，子长县对贫困户实行
兜底保障。该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享受低保 5543户 11471

人，落实兜底保障措施 2812户
5217人，对每一批符合兜底条件
的贫困对象名单、每一次社会救
助资金发放情况都进行公开公
示，力保应保尽保、应兜尽兜、透
明公开。

通讯员郝文军

子长县脱贫攻坚见实效

今年以来，陕北矿业涌鑫公
司通过补齐制度短板、强化机构
建设、抓实源头预防等措施，及
时将苗头性、倾向型信访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矿区和谐稳
定发展。

补齐制度短板。该公司严
格规范了信访事件登记、受理、

办理、答复和送达等环节，夯实
了信访基础业务工作，进一步推
动该公司信访稳定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

强化机构建设。该公司及
时调整了信访领导小组成员和
信访办公室主任；健全了信访包
案机制和信访接待日值班机制；

每月月底定期公布“月度排班
表”“信访接待日”和“举报渠道”
等内容，切实引导和方便职工群
众依法逐级走访，依法表达诉
求。

抓实源头预防。该公司及
时组织召开了“信访维稳”会议，
严格按照包案机制对分管区域

存在的信访问题进行集中排查，
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
决在基层、处理在首次受理环
节，真正构筑起矛盾化解的第一
道防线。 通讯员安王建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推进维稳促和谐

10月30日,来自咸阳市中
山街的殷女士将一面锦旗送
到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张院
长的手中。原来在半个月以
前，患有膝关节滑膜炎的殷女
士在咸阳各大医院治疗多次
均无效果，直到来到秦都区第
二人民医院外科，经过治疗，
殷女士得以康复出院。

这是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用心服务患者的一个
缩影。据了解，今年以来，秦都
区第二人民医院围绕群众反映
出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进
行大胆创新，为患者提供更加
科学、人性化的服务，让基层医
疗服务更贴心、患者更舒心。

文/图通讯员范磊

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术精湛患者赞

太白县
400名干部群众集体献血

新闻进行时

尚海潮（左二）带领村民进行例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