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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办新闻发布会，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介绍2019年陕西省双拥
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我省
已为全省 126万户家庭悬挂了
光荣牌，全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已为 155名特困退役军人发放
援助金 333万元。驻陕部队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同时在完成
急难险重任务中也发挥了突击
队作用。

今年，全省各级双拥工作
机构主动作为，广泛开展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大力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关爱
烈士遗属，投入2000余万元，完
善烈士纪念设施，组织开展烈
士公祭活动 4000余场，组织军

营开放日和军事日等活动，发
掘时代新典型、树立双拥新风
尚。围绕学习张富清同志先进
事迹，积极营造浓厚的双拥氛
围，不断夯实全省军民同心建
功新时代的思想根基。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大力挖掘全省退役
军人“离军不离党，退伍不褪
色”的先进典型，评选推荐一批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和全省
“最美退役军人”。

积极探索与部队新体制、新
职能、新使命相适应的拥军工作
机制，建立解决部队实际问题交
办、推进、反馈三项制度，省级财
政每年投入资金近5亿元，有效
解决驻陕部队战备执勤、训练科
研、环境整治、子女入学、家属就

业等实际问题。
坚持高标准落实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不断激发高素质兵
员参军积极性，全省大专以上
学历兵员占应征集兵员总数的
62%。军地 25 个单位联合发
文，对拒绝、逃避兵役等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建立惩戒机制。提
供优质岗位，落实“阳光安置”
办法，2018年全省 2057名计划
安置军转干部和符合安置条件
的2100名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
位，妥善安置 98名随调配偶。
成立工作专班，着力解决部分
退役士兵保险接续问题。1月
31日，在全国率先推动成立了
以社会资金为主的全省退役军
人关爱基金，首期募集资金

6000余万元，已为155名特困退
役军人发放援助金333万元，第
二期资金募集及下一阶段特困
退役军人援助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

搞好信息采集和悬挂光荣
牌工作，积极推进军人荣誉体系
建设。目前，信息采集工作已转
入常态化采集阶段，已采集信息
136.8万条，全省退役军人底数
更加精确详细。悬挂光荣牌工
作自1月21日启动以来，省委、
省政府领导带头示范，已为全省
126万户家庭悬挂了光荣牌。落
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下达各类
资金53亿元。

本报记者马秀红王嘉

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
7月 23日上午，韩城市“车让人
人守规”文明交通实践行动启动
仪式在市政府前广场举行。韩
城市党政机关干部职工、驾驶
员、驾校学员、文明交通劝导志
愿者及市民代表等共计 700余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韩城市文
明办负责人宣读韩城市“车让
人人守规”文明交通实践行动
《倡议书》，韩城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对全市“车让人人守规”文
明交通实践行动做专项安排部
署；出席启动仪式的 16支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队代表领到了文
明交通劝导小红旗、手持点赞
牌及口哨。

韩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沙利娜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此次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的“车让
人人守规”文明交通实践行动，
分为7月份集中动员宣传，8-10
月集中整治，直至 2020年常态
推进三个阶段，这是韩城市文明
交通专项治理工作的再一次深
入推进，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韩城对
文明交通专项行动再动员、再部

署。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强市民
文明交通意识，提高城市综合治
理水平，推动全社会形成“遵守

交规、车辆礼让、行人守规、人车
和谐、交通顺畅、人民满意”的文
明交通环境。

韩城启动“车让人”
文明交通实践行动

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军建摄

本报咸阳讯（席博平张新林
记者陈奋翔）今年以来，彬州市扎
实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让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事业更好地从精神上鼓舞激励
农民群众，让群众享受到公共文
化服务带来的实惠，帮助农村贫
困群众通过电影了解扶贫政策、
掌握农业技术、传播文明新风，为
该市农村贫困群众补齐精神文化
短板、脱贫致富提供了智力支持。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农村
公益数字电影放映共计1260场

次，受益群众达3.26万余人次。
为了提高该市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
挥好公益电影事业在脱贫攻坚、
扶贫扶志、扫黑除恶等中心工作
上的宣传引领作用，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舒舒服服看到高清数
字电影，该市数字电影服务有限
公司积极组织开展农村公益数
字电影放映活动，在全市组成10
个农村公益数字电影放映小分
队，深入全市10个镇办200多个
社区村和中心广场进行巡映。

巡映活动中，还针对性地征
订了《标准化-优质栽培苹果》
《生态农业致富之路》《农村电力
设施保护常识》《农村饮用水源
保护》等多部科教影片，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健康宣传月活动；宣
传健康扶贫十条优惠政策，并组
织订购了《农村卫生保健常识》

《农村儿童常见病预防》《家庭急
救常识》《饮茶与健康》等健康科
学教育影片，帮助贫困群众通过
电影了解扶贫政策、掌握农业技
术、传播文明新风，把正能量、扶
贫政策和科普知识宣传到农村
群众中去，让公益放映活动规范
化、标准化。

7月23日上午，地处华山脚
下的渭南市华州区柿村上空传
出激昂动情的华州老腔。当天，
由军委后勤保障部和华州区民
政局等共同投资400万元，历时
4个月修建的“红星”文化广场建
成投用。

记者在新落成的柿村文化
广场看到，部队官兵和百姓们轮
番登台献艺，地方戏吼得嘹亮、
秧歌舞扭得喜人，锣鼓队声声激
越，喜悦与激动在每个村民脸上

洋溢。“我从小就爱唱歌，但是农
村哪有我的用武之地？现在我
们村有了文化广场，我的愿望算
是实现了，这真是要感谢咱子弟
兵啊！”刚刚表演完一曲地方戏
眉胡的村民东凤珍顾不上擦一
下额角的汗水，就高兴地拉着记
者说道。

乡风文明不能成了“空心
萝卜”，部队帮扶不仅要让老百
姓的口袋富起来，更要传播文
明新风，引导贫困群众培树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村民的
精神富起来，告别精神贫困！
负责该村具体督导帮扶工作的
联勤保障部队驻陕某部政委高
海科介绍道。

为此，军地携手在村子建
起了“红星文化广场”，开通红
喇叭广播站，搭建群众大舞台，
部队官兵到群众中演节目、放
电影、同联欢，极大活跃了村民
文化活动。“这些年村子连个舞
台都没有，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都快带到黄土堆去了，多亏部
队建起的文化大舞台，现在还
有年轻人主动登门拜师学艺。”
村里皮影艺人郭师傅感慨
地说。

“原本每到天黑，大家就聚
在一起喝酒、打牌，自从有了这
文化广场，大家都来这里锻炼身
体，来晚了，这些活动器材可是
抢不上呢！”柿村第一书记张亮
高兴地说。

郝雪本报记者石喻涵

老腔吼起来 秧歌扭起来

我省首个军地共建文化广场建成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7月22日
下午，岚皋县孟石岭镇白杨林村一组村
民陈某林家的房屋左侧山体出现滑坡，
造成其房屋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

记者7月23日上午在事发现场看
到，有多位村民站在公路边查看灾情，
陈某林家正在将受损房屋内剩余的家
具和卸下来的空调搬到数百米外公路
外侧的老房屋内，问及事发时的情况，
其家人只回复说家里当时没有人在，其
他情况不愿再介绍。

孟石岭镇镇长康正保告诉记者，陈
某林家房屋左侧原是一处斜坡，但其用
挖掘机挖场地，镇政府和县交通局曾多
次到现场制止，还曾下达了责令停工通
知书。“最近由于持续降雨，7月9日就
出现了局部滑坡，22日下午降雨后再
次陆续出现大面积的滑坡，造成房屋受
损，人员已提前撤离。”康正保介绍说。

康正保表示，此次陈某林家房屋左
侧的山体滑坡完全是其私自开挖场地
造成的。

私自挖场地造成滑坡
岚皋一村民房屋受损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7月23日，
铜川市政府召开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三秦都市报记者在发布
会上了解到，2019年上半年，铜川电商
交易额达3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

据介绍，2019年上半年，铜川全市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居全省第3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居第6
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8%，位居第2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4%，居第6
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1%，居全省第
4位。铜川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回升、逐
月增长，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消费
快速发展，上半年全市电商线上交易额
达到3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限额
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
2346.7万元，同比增长49.1%，较1-5月
提高6.7个百分点。

电商交易额增速大幅提升的主要
动力源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
来铜川市全力打造区域数字经济枢纽
和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样板，坚持把
大数据和产业电商作为突破口，聚力建
设大数据服务、千亿结算、数字金融、双
创示范、智慧物流和人才孵化等“六大
中心”，全面搭建数字经济政务服务体
系，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
教育等新兴服务业。

本报讯（记者王保强）夏季高温是
城市用水供应的高峰时期，也是火灾易
发频发时段。为了确保夏季高峰供水
和消防用水安全，7月23日上午，西安
自来水公司在含光门广场举行了从活
动当日起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我有
责”消火栓专项治理行动启动仪式。此
次消火栓专项治理目的是通过对城六
区市政消火栓进行大整治、大排查，从
而达到消火栓“隐患消除、功能正常、形
象良好”所具备的功能。

在玉祥门西南角一处的消火栓旁，
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对消火栓进行检
查，刷漆、更换名牌，对缺失的配件进行
更换，使消火栓面目一新，功能健全。

据了解，随着气温的升高，供水形
势日趋严峻，消火栓无序取水造成的水
资源浪费危害了市民的权益，为此水司
积极行动，印制宣传册和消火栓管理公
告，发放至市政园林、保洁手中，大力宣
传消火栓管理条例，提高民众对消火栓
维护的意识，保障消防设施安全使用。

西安自来水公司启动
消火栓专项治理行动

陕西努力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126万户家庭悬挂光荣牌

彬州公益电影放映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铜川上半年电商
交易额达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