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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本报商洛讯（张莹雪 记者
冀晖）初春时节，走进柞水县曹
坪镇，记者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
划一的木耳大棚，大棚外，一辆
辆汽车正以最快的速度运输废
弃菌包，大棚内，一个个戴着口
罩的群众正忙着打扫卫生，消毒
杀菌，处处显现着一派紧张忙碌
而又井井有条的生产景象。据
了解，柞水县以最“硬核”措施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还
及时出台了一些措施和办法促
使鼓励群众要抓好农业生产，做
到抗疫春耕两不误。

2月10日一大早，记者在马
房湾村木耳基地的吊带木耳大
棚看到脱贫户李达树正戴着口
罩忙着清理棚里的旧菌包。

李达树告诉记者，他 2019
年承包了村上的一个大棚，年产

木耳1355斤，晾干后全部出售，
加上产业奖补，他家的年收入达
到了2万元，顺利脱了贫，木耳也
让他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疫情
发生后，对他的木耳产业也受到
了影响。“眼看立春好几天了，到
了春耳进棚的时候却无法进行
挂袋，心里着实着急啊！7日早
上，我接到村上电话，让做好个
人防护，可以先开始检修旧大
棚、清理废旧菌包和大棚消毒。”
干活那天李达树连早饭都没顾
上吃就赶到大棚里忙活起来了。

记者了解到，马房湾村是
柞水木耳产业起步比较早的行
政村，2019年新建吊袋木耳大
棚 28个，发展地栽木耳 15亩，
共采收木耳15.5万斤，通过“集
体经济+‘三变改革’+贫困户”
模式，实现 49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 1.75万元以上，木耳成为该
村名副其实的第一产业。为了
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马
房湾村今年计划再新建35个木

耳大棚，目前施工企业已经落
实了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
完成了地基平整，正在开始定
基旋坑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佼记者
李成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发生后，西北政法大学及时成
立了由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
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和指挥全校疫情防控工作。

西北政法大学构建起了学
校——学院（部处）——班级、
支部、教研室三级网格化防控
工作机制，重点针对疫区及周

边地区所在学生状况进行排
查，依托手机、微信、QQ等即时
联络方式，每天对学生动态信
息进行汇总。

采取了人员全覆盖排查、
严格门禁管理、定期消毒清洁、
重点人员监测等重点措施。布
置隔离场所，改造发热专门诊
室，采购防控物资，建立疫期就
诊人员测温、实名登记就诊制
度、学校居家隔离人员监测责

任体系等，做到疫情防控监督
“全流程、无死角”，杜绝疫情隐
患。设立“抗疫情、送爱心”新
鲜蔬菜供应点，减少在校师生
住户的外出和流动。利用视频
监控中心云平台，24小时实时
数据强化巡查，同时加强巡逻
队员日夜巡逻频度、广度与力
度，使线上线下无缝链接，确保
校园安全。开通共抗疫情网络
心理援助服务，全天候提供紧

急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学校团委开展“青春战

‘疫’，共克时艰”特别主题团日
活动，以网上承诺、接龙签名等
形式，组织“防控疫情，我是西法
大学子我承诺”活动；通过自拍
视频、制作宣传书法或绘画、自
创音乐歌曲等多种形式，传递温
情正能量，表达青年学生对祖国
的祝福和对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必胜信心。

西北政法大学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陕西首例涉疫情
妨害公务案宣判
男子获刑6个月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2月14日上
午，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庭
审，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快立、快审、快判
一起暴力抗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案
件。被告人杨某某犯妨害公务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据介绍，这也是陕
西宣判的首例涉疫情妨害公务案。

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4日16时
许，被告人杨某某在出小区大门时，因违
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规定，未佩
戴口罩，拒不配合工作人员管理，与小区
物业和包抓单位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又
与一名在场业主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
在辖区派出所2名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准
备将杨某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时，杨某
某仍竭力反抗、拒不配合，用拳头击打民
警王某某面部，致民警脸部受伤。随后，
在群众的协助下，杨某某被控制抓获。

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以
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已构成妨害公务罪。鉴于被
告人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事实，且自愿
认罪认罚，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遂当
庭作出上述判决。

疫情面前，医护人员奋战在
抗疫一线，带着责任和使命冲在
最前面，而在他们身后也有不少
人，心甘情愿为他们提供坚实的
保障。西安“前进公司爱心车厢
抗疫支援队”就为了医护人员的
交通保障，做起了医护出行的

“守护者”。
疫情发生后，市交通运输局

紧急动员，西安前进出租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闻令而动，“共
产党员号”车队全体党员、五星
级金牌驾驶员、“爱心车厢”优秀

驾驶员等近 150人在集团的号
召和统一指挥下，率先垂范、勇
于担当，迅速成立了“前进公司
爱心车厢抗疫支援队”，负责为
陕西省新冠肺炎重型和危重型
患儿省级定点救治单位西安市
儿童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上下
班通勤和外出督导检查、病例会
诊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2月 13日记者来到西安前
进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公司党支
部书记李楠讲到，疫情出现后，
西安市网约车和大量公交车暂

停营运，很多坚守在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等人群出行遇到困难。
他们动员干部职工在不到 3小
时，就组成了一支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爱心车队。爱心车队自1
月29日组建以来，短短15天队
员们共接送医务人员 1100
人次。

陕AD79523驾驶员樊五平
和爱人宋红宣，是车队的夫妻
档，从支援队成立以来，每天的
工作只有一项任务，做好一线医
护人员的“专车司机”。这段时

间以来，夫妻二人几乎每天都是
公司车队“接单”最多的。队友
们说，为能够及时运送医务人员
到指定地点，两口子经常都不按
点吃饭，匆忙应付几口。可樊五
平却觉得他们这点付出不算什
么，和医务人员相比他们“不足
挂齿”。他说，接送的医务人员
有很多都和我的孩子年纪一样
大，看见他们自信的眼神，感受
到他们忘我的工作状态，自己也
深受鼓舞。
通讯员 高琦 本报记者 葛兰

医护出行路上的“守护者”
“四种情况”逾期
不上征信

本报讯(记者杨少卿张翌晨)2月
14日，记者从人行西安分行了解到，为
助力抗疫，西安银行、秦农银行、长安银
行、陕西信合等13家陕西地方性金融
机构结合陕西实际，明确“四种情况”逾
期不上征信：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
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
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
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

西安银行对参加疫情救援防控的
医护人员、部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以
及受到疫情隔离影响的病人，在信贷政
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
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
延后还款期限。

秦农银行组织网点客户经理对“四
种情况”进行梳理筛查并调整征信；通过
政府官网公布信息，有效识别参加疫情
救援防控的医护人员、部队官兵、政府工
作人员，主动延长其还款期限。

长安银行则合理调整还款及付息期
限，全力纾困暂时还款困难个人客户。对
于个人住房贷款等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
客户，暂定延长贷款宽限期30天。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扩大信
贷延期人群范围，为有贡献人员家属提
供信贷宽限和征信豁免。

实行“四种情况”逾期不上征信的陕
西地方性金融机构还有陕西长银消费
金融公司、西安长安新华村镇银行、蓝
田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户县海丝村镇银
行、临潼海丝村镇银行、高陵阳光村镇
银行、西安雁塔恒通村镇银行等。

柞水：抗疫春耕两不误

西安市新增62个
政府储备蔬菜投放点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记者2月14
日从西安市商务局获悉，为保证疫情防
控期间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市场
价格,满足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经研
究决定，全西安市在原有113个政府储
备菜投放点的基础上，再增加62个投
放点，欢迎广大市民前往购买。

（请登录秦闻APP查询具体储备
蔬菜投放点）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张嘉怡）2月14日10：24，
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农行
账户上收到一笔特别的捐款，金
额 10600元，转账备注上写着：

“王誉霖压岁钱驰援湖北”……
据了解，今年 14岁的王誉

霖，目前就读于西安高新一中初
中校区。“平时的压岁钱、零花
钱，都放到存钱罐里了。这次拿
来捐款的钱，是我今年的压岁钱
和之前放在存钱罐里攒下的
钱。”王誉霖说。

孩子主动要求捐出这笔善
款，是受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自从2月开始，我爸爸他们公司
就一直在捐款，买了很多桶消毒
液，分发给疫情比较严重的地
方。陕西的医护人员叔叔和阿
姨们，不怕危险，去湖北支援，我
也特别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在新闻上看到你们的公益
活动时，就拜托爸爸帮我把压岁
钱捐出去。”

“我每次去山区看望受捐助
的孩子时都带着他，可能他看得
多了，自己也有了帮助他人的意
识。在家里，他也很孝顺，每次
看望爷爷奶奶时都会拿自己的
零花钱给老人买东西。”王誉霖

的父亲王鹏博说：“这次儿子看
到医护人员奋不顾身急救，社会
各界积极抗疫，就主动让我帮他
把所有的压岁钱捐出去，我觉得
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很欣慰！”

据了解，王先生一直热心参
与各种公益活动，曾为水灾捐款，
也资助了不少乡村大学生，在此次
抗疫中，他和公司里的其他职员捐
赠了近100万的善款，用来购置消
毒液和口罩等紧缺的物资。

班主任赵娟平说，平时，孩
子在班上就乐于助人，特别热
心，担任劳动委员，在自己的岗
位上很尽责，自从学校开展垃圾

分类活动以来，他每天中午都去
查看垃圾桶的分类情况。

省青基会理事长乌钢说：“1
月26日，我们和团省委、三秦都
市报等联合发起‘抗击疫情希望
同行’公益活动（1个月募集捐款
100万目标），历时 17天已超额
完成预定目标，并于2月12日结
束秦青筹线上捐款活动。这两
天，仍有不少爱心人士直接打款
到青基会农行账户上要求支援
湖北，我们近期将集中公示第六
批捐款名单，继续按照‘公开、透
明、及时’的原则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14岁少年捐万元压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