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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安康供电公司4名工作人员赶
赴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田庄社区，为该镇陕南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电源工程顺利实施了两台
容量为315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带电T接工作。

据了解，本次工作不仅解决了周围250余
户搬迁居民生活、生产用电难题，还为移民新
城的建设提供了优质的电力保障。同时，是以

带电作业方式进行施工，既解决了当前实际难
题，消除了停电风险，也降低了施工时对沿线
居民带来的生活影响，

接下来，安康供电公司还将继续延伸不停
电作业区域，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推动陕南
移民工程发展，建设特色新城镇、美丽新乡村
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成斌 刘芳

开展不停电作业助推陕南移民工程发展
国网安康供电公司

小雪时节，正值晌午，在驻
村第一书记同建平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位于白水县西固镇杨
家村的潘怀德家中，在看似破
旧、但十分整洁干净的家里，我
们见到了潘怀德的父亲，他正
前往猪舍打扫卫生。

潘怀德是白水县西固镇杨
家村 4组人，家中有 4口人，是
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大
女儿在白水中学读高三，二女
儿在城关一中读初二。

“包联我家的干部对我家
很关心，帮我们申请了贴息贷
款，还有养猪和花椒产业直补
资金1万元，国家的扶贫政策真
好！”潘怀德有些腼腆地说道。

“这些年，他一直从事养猪
产业，但前些年效益不好，规模
也不大。从2016年开始，养猪
行情好转，他就扩大了规模，这

两年出栏生猪 100多头，效益
也比较可观，最近几天还有二
三十头要出栏。”谈起潘怀德，
驻村第一书记同建平感触
颇深。

养猪期间，潘怀德和妻子
利用空闲时间，将自家地里种
的玉米和小麦打理得很好，前
年还通过自繁自育苗木，新建
了花椒园5.5亩。

“由于两个娃都在县里上
学，我想在城里做点啥，这样既方
便娃上学，也能增加收入”。在去
年10月，潘怀德和家里亲戚商量
后，决定合伙在县城开个商店。
说干就干，但前期投入资金还是
个问题，这时，帮扶干部冯晓莉向
他讲解了关于贴息贷款的政策，
他听了后信心满满，立即就去信
合办理了5万元的贴息贷款，作
为商店的入股资金。

经过考察，最终选定了紧
邻安居小区北门口的一处180
余平方米的门面作为商店经营
场所，在所有相关物品到位后，
2017年11月，千喜福便利超市
正式开门营业了。

“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得好
好加把劲干。现在李家卓移民

搬迁安置点的房子也快装修完
了，超市经营也比较顺利，娃的
学业也不错。有了坚定的脱贫
信念，你看我们家养猪、种地、
开超市都不耽误。我相信，家
里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潘
怀德干劲十足地说道。
高智育张德峰本报记者杨晶

本报商洛讯（刘卫锋记者
闫鹏飞）洛南县紧盯就业扶贫
任务，紧紧围绕“就业一人、脱
贫一户，创业一人、带动一方”
目标，积极搭建平台，加大宣传
引导，强化技能培训，积极探索
实践，拓宽就业渠道，用足用活
各项就业扶贫政策，促进贫困
劳动力稳定就业。今年以来，
全县实现5813名贫困劳动力稳
定就业，其中引导贫困户创业
110人。

洛南县把贫困劳动力就
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以南京
市江宁区对口帮扶为契机，摸
清贫困户就业意愿和江宁企
业用工实际，积极沟通对接，
搭建就业平台，组织南京等地
120 余户企业赴洛南举办“春
风行动”、金秋招聘月和宁洛
对口扶贫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3000 多
个。主动出击，赴南京、西安
等地考察对接外资企业落户

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政策，优
化营商发展环境，出台优惠措
施，先后引进陕西金翼服装、
郑远元集团、德胜隆实业、鑫
雅服饰等企业落户洛南，解决
了 600 余农村劳动力就业问
题。积极探索劳动技能培训
机制，结合贫困户实际，变贫
困户“点菜”为培训机构“下
菜”，依托 8家培训学校，在全
县 90个贫困村开展涵盖中式
烹饪、养殖种植、家政服务、电

子商务等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促进就业技能水平提升。

目前开展就业培训133期
6400人，其中贫困劳动力3683
人，创业培训 24期 590人。加
大社区工厂建设培育力度，强
化资金保障，实施政策倾斜，开
设创业就业贷款绿色通道，累
计认定就业扶贫基地21个，创
建社区工厂8个，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4280万元，带动吸纳 600
多人实现创业就业。

洛南促进贫困户稳定就业

安康城区取缔关停
254家棋牌室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12月3日
晚，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组织治安大
队和城区5个派出所开展治安清查集
中统一行动，共出动警力230余人，按
照“全覆盖大清查、零容忍大整治、无死
角大排查”的原则，对辖区的重点街道、
人员密集区域、小区开设的麻将馆、茶
楼进行全面清查和治理，共清查棋牌室
254家，其中取缔无证 64家，关停 190
家，查处赌博案件1起，行政拘留5人。

汉滨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说，在下
一步工作中，汉滨分局将常态化开展清
查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打击黄赌违法犯
罪活动，严抓查禁黄赌工作责任制落
实，有效净化社会风气，提升治安管控
效能，为汉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创造平安稳定、风清气正的社
会环境。

汉台经侦三项措施
为经济保驾护航

本报汉中讯（记者李杰）今年以
来，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经侦大队按
照上级公安机关安排部署，突出职能，
持续加力，采取三项措施，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重点企业联系制
度。在每个重点行业设立经侦联络员，
加强日常走访，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预警信息等服务，积极打造警企之
间的交流沟通平合。

二是做好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
动。在汉台区中心广场组织开展“5·15”
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
动，利用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及官方
微博等，对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进行宣
传报道，强化群众法制意识。

三是加大涉企、涉税等事关经济发
展、投资环境方面案件侦办力度。相继
破获全市“郭某等八人利用信用卡套现
特大非法经营案”“冯某某系列合同诈
骗案”“余某某信用卡诈骗案”“周某某
职务侵占案”“孙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等大要案件15起，依法移送起
诉12人，直接为涉案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 1600 余万元，维护了良好的市场
秩序。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在农
业农村部“质量兴农万里行”陕西
站启动仪式上，一款罐装大米产品
因为包装独特、工艺精良吸引了参
观者的目光，它的原产地来自安
康市汉滨区大同镇杨庄村。杨
庄村种植水稻历史悠久，米质颗
粒饱满、软鲜筋道远近闻名。

杨庄村同鑫缘农民专业合

作社，从水稻作物新技术、新品
种引进、示范，技术培训、机械
化种植和病虫害统防统治等专
业化服务，发展到优质富硒米
加工销售，不仅办理了生产许
可证及无公害产品认证，注册
了商标，还创立了“杨庄鑫缘”
和“康硒一号”品牌，成功把生
产出的“富硒大米”推向全国各

地，把水稻种植做成了大文章，
实现了三产融合、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共赢局面。

如今同鑫缘合作社生产的
大米产品已远销上海、厦门、西

安等地。合作社从最初的9户，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65户232
人参与到优质富硒米的生产
中，仅此一项，每年人均多增加
收入3000余元。

小农业合作社打造出大品牌

养猪种地开超市

潘怀德脱贫记

汉滨警方劝阻5起电信诈骗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

三秦都市报记者昨日从安康
市公安局汉滨分局了解到，自
2018年11月汉滨分局电信网
络犯罪预防侦查中心成立以
来，按照分局“双十”精准防控
工作机制部署要求和“打防结
合、预防为主，合成作战、服务
全局”工作理念，半个月内已成
功预警劝阻 5 起电信诈骗案
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
万元。

据民警介绍，11月16日，
家在汉滨区江北辖区的牟先
生接到一可疑电话，双方通话
时间长达10多分钟，但汉滨公
安分局电信网络犯罪预防侦
查中心民警的劝阻电话始终

被拒接，无法在第一时间联系
到牟先生。为防止牟先生被
骗，中心民警立即将预警信息
向江北派出所进行通报，按照

“电话无法联系的受话人，需面
对面预警止付”的原则，派出所
民警迅速赶到牟先生家中进
行劝阻止付。在得知牟先生
目前人在咸阳的情况后，民警
又通过邻居联系上牟先生。
几经周折，最终使牟先生避免
上当受骗。“我还真相信了骗
子，要不是民警及时找到我，我
就准备将银行卡中的钱转到
对方所谓的安全账户接受检
查，以证明我的清白。太谢谢
你们了！”事后牟先生感激地对
民警说。

▲汉滨
分局电信网
络犯罪预防
侦查中心

潘怀德的便利超市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汉台警方
打掉一传销团伙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陈卫平）
今年以来，公安汉台分局坚持重拳打击
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10月22日，分局根据线索调集经
侦大队、北关、七里等派出所100余名
警力开展出租房屋集中清查行动，抓获
传销骨干人员12名，依法遣散一般参
与人员多名。经查，2017年9月以来，
该传销组织以销售“姬佩诗”化妆品套
装为名，在汉中汉台等地组织、领导多
名社会人员进行传销活动，严重扰乱正
常社会秩序。

11月 30日，该案 3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查某某、鲁某某、李某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逮捕。案件正在侦
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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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安康供电公司4名工作人员赶
赴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田庄社区，为该镇陕南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电源工程顺利实施了两台
容量为315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带电T接工作。

据了解，本次工作不仅解决了周围250余
户搬迁居民生活、生产用电难题，还为移民新
城的建设提供了优质的电力保障。同时，是以

带电作业方式进行施工，既解决了当前实际难
题，消除了停电风险，也降低了施工时对沿线
居民带来的生活影响，

接下来，安康供电公司还将继续延伸不停
电作业区域，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推动陕南
移民工程发展，建设特色新城镇、美丽新乡村
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成斌 刘芳

开展不停电作业助推陕南移民工程发展
国网安康供电公司

小雪时节，正值晌午，在驻
村第一书记同建平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位于白水县西固镇杨
家村的潘怀德家中，在看似破
旧、但十分整洁干净的家里，我
们见到了潘怀德的父亲，他正
前往猪舍打扫卫生。

潘怀德是白水县西固镇杨
家村 4组人，家中有 4口人，是
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大
女儿在白水中学读高三，二女
儿在城关一中读初二。

“包联我家的干部对我家
很关心，帮我们申请了贴息贷
款，还有养猪和花椒产业直补
资金1万元，国家的扶贫政策真
好！”潘怀德有些腼腆地说道。

“这些年，他一直从事养猪
产业，但前些年效益不好，规模
也不大。从2016年开始，养猪
行情好转，他就扩大了规模，这

两年出栏生猪 100多头，效益
也比较可观，最近几天还有二
三十头要出栏。”谈起潘怀德，
驻村第一书记同建平感触
颇深。

养猪期间，潘怀德和妻子
利用空闲时间，将自家地里种
的玉米和小麦打理得很好，前
年还通过自繁自育苗木，新建
了花椒园5.5亩。

“由于两个娃都在县里上
学，我想在城里做点啥，这样既方
便娃上学，也能增加收入”。在去
年10月，潘怀德和家里亲戚商量
后，决定合伙在县城开个商店。
说干就干，但前期投入资金还是
个问题，这时，帮扶干部冯晓莉向
他讲解了关于贴息贷款的政策，
他听了后信心满满，立即就去信
合办理了5万元的贴息贷款，作
为商店的入股资金。

经过考察，最终选定了紧
邻安居小区北门口的一处180
余平方米的门面作为商店经营
场所，在所有相关物品到位后，
2017年11月，千喜福便利超市
正式开门营业了。

“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得好
好加把劲干。现在李家卓移民

搬迁安置点的房子也快装修完
了，超市经营也比较顺利，娃的
学业也不错。有了坚定的脱贫
信念，你看我们家养猪、种地、
开超市都不耽误。我相信，家
里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潘
怀德干劲十足地说道。
高智育张德峰本报记者杨晶

本报商洛讯（刘卫锋记者
闫鹏飞）洛南县紧盯就业扶贫
任务，紧紧围绕“就业一人、脱
贫一户，创业一人、带动一方”
目标，积极搭建平台，加大宣传
引导，强化技能培训，积极探索
实践，拓宽就业渠道，用足用活
各项就业扶贫政策，促进贫困
劳动力稳定就业。今年以来，
全县实现5813名贫困劳动力稳
定就业，其中引导贫困户创业
110人。

洛南县把贫困劳动力就
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以南京
市江宁区对口帮扶为契机，摸
清贫困户就业意愿和江宁企
业用工实际，积极沟通对接，
搭建就业平台，组织南京等地
120 余户企业赴洛南举办“春
风行动”、金秋招聘月和宁洛
对口扶贫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3000 多
个。主动出击，赴南京、西安
等地考察对接外资企业落户

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政策，优
化营商发展环境，出台优惠措
施，先后引进陕西金翼服装、
郑远元集团、德胜隆实业、鑫
雅服饰等企业落户洛南，解决
了 600 余农村劳动力就业问
题。积极探索劳动技能培训
机制，结合贫困户实际，变贫
困户“点菜”为培训机构“下
菜”，依托 8家培训学校，在全
县 90个贫困村开展涵盖中式
烹饪、养殖种植、家政服务、电

子商务等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促进就业技能水平提升。

目前开展就业培训133期
6400人，其中贫困劳动力3683
人，创业培训 24期 590人。加
大社区工厂建设培育力度，强
化资金保障，实施政策倾斜，开
设创业就业贷款绿色通道，累
计认定就业扶贫基地21个，创
建社区工厂8个，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4280万元，带动吸纳 600
多人实现创业就业。

洛南促进贫困户稳定就业

安康城区取缔关停
254家棋牌室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12月3日
晚，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组织治安大
队和城区5个派出所开展治安清查集
中统一行动，共出动警力230余人，按
照“全覆盖大清查、零容忍大整治、无死
角大排查”的原则，对辖区的重点街道、
人员密集区域、小区开设的麻将馆、茶
楼进行全面清查和治理，共清查棋牌室
254家，其中取缔无证 64家，关停 190
家，查处赌博案件1起，行政拘留5人。

汉滨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说，在下
一步工作中，汉滨分局将常态化开展清
查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打击黄赌违法犯
罪活动，严抓查禁黄赌工作责任制落
实，有效净化社会风气，提升治安管控
效能，为汉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创造平安稳定、风清气正的社
会环境。

汉台经侦三项措施
为经济保驾护航

本报汉中讯（记者李杰）今年以
来，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经侦大队按
照上级公安机关安排部署，突出职能，
持续加力，采取三项措施，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重点企业联系制
度。在每个重点行业设立经侦联络员，
加强日常走访，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预警信息等服务，积极打造警企之
间的交流沟通平合。

二是做好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
动。在汉台区中心广场组织开展“5·15”
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
动，利用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及官方
微博等，对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进行宣
传报道，强化群众法制意识。

三是加大涉企、涉税等事关经济发
展、投资环境方面案件侦办力度。相继
破获全市“郭某等八人利用信用卡套现
特大非法经营案”“冯某某系列合同诈
骗案”“余某某信用卡诈骗案”“周某某
职务侵占案”“孙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等大要案件15起，依法移送起
诉12人，直接为涉案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 1600 余万元，维护了良好的市场
秩序。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在农
业农村部“质量兴农万里行”陕西
站启动仪式上，一款罐装大米产品
因为包装独特、工艺精良吸引了参
观者的目光，它的原产地来自安
康市汉滨区大同镇杨庄村。杨
庄村种植水稻历史悠久，米质颗
粒饱满、软鲜筋道远近闻名。

杨庄村同鑫缘农民专业合

作社，从水稻作物新技术、新品
种引进、示范，技术培训、机械
化种植和病虫害统防统治等专
业化服务，发展到优质富硒米
加工销售，不仅办理了生产许
可证及无公害产品认证，注册
了商标，还创立了“杨庄鑫缘”
和“康硒一号”品牌，成功把生
产出的“富硒大米”推向全国各

地，把水稻种植做成了大文章，
实现了三产融合、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共赢局面。

如今同鑫缘合作社生产的
大米产品已远销上海、厦门、西

安等地。合作社从最初的9户，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65户232
人参与到优质富硒米的生产
中，仅此一项，每年人均多增加
收入3000余元。

小农业合作社打造出大品牌

养猪种地开超市

潘怀德脱贫记

汉滨警方劝阻5起电信诈骗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

三秦都市报记者昨日从安康
市公安局汉滨分局了解到，自
2018年11月汉滨分局电信网
络犯罪预防侦查中心成立以
来，按照分局“双十”精准防控
工作机制部署要求和“打防结
合、预防为主，合成作战、服务
全局”工作理念，半个月内已成
功预警劝阻 5 起电信诈骗案
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
万元。

据民警介绍，11月16日，
家在汉滨区江北辖区的牟先
生接到一可疑电话，双方通话
时间长达10多分钟，但汉滨公
安分局电信网络犯罪预防侦
查中心民警的劝阻电话始终

被拒接，无法在第一时间联系
到牟先生。为防止牟先生被
骗，中心民警立即将预警信息
向江北派出所进行通报，按照

“电话无法联系的受话人，需面
对面预警止付”的原则，派出所
民警迅速赶到牟先生家中进
行劝阻止付。在得知牟先生
目前人在咸阳的情况后，民警
又通过邻居联系上牟先生。
几经周折，最终使牟先生避免
上当受骗。“我还真相信了骗
子，要不是民警及时找到我，我
就准备将银行卡中的钱转到
对方所谓的安全账户接受检
查，以证明我的清白。太谢谢
你们了！”事后牟先生感激地对
民警说。

▲汉滨
分局电信网
络犯罪预防
侦查中心

潘怀德的便利超市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汉台警方
打掉一传销团伙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陈卫平）
今年以来，公安汉台分局坚持重拳打击
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10月22日，分局根据线索调集经
侦大队、北关、七里等派出所100余名
警力开展出租房屋集中清查行动，抓获
传销骨干人员12名，依法遣散一般参
与人员多名。经查，2017年9月以来，
该传销组织以销售“姬佩诗”化妆品套
装为名，在汉中汉台等地组织、领导多
名社会人员进行传销活动，严重扰乱正
常社会秩序。

11月 30日，该案 3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查某某、鲁某某、李某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逮捕。案件正在侦
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