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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上午 9时 30分，
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西安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臧柯的
时候，他正拿着对讲机安排核
查任务：“确保核查信息准确
不漏一人，确保登记信息准确
无误……”臧柯说，他和徐鹏
从 2月 6日就已经来到机场，
和机场联合指挥部进行了对
接，划分了具体的执行任务时
间段和设点核查位置，2月 8
日当天就排查4300余人。

特警支队党委在机场成
立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一个

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的作用，将200
名特警分布在7个工作点，实
行三班倒制。同时，联系相关
部门在出港人员密集的地方
安装了5个摄像头，实时监控
出港旅客的动态，并且有专人
守候，不漏一个细节。西安市
启动疫情防控网格化信息管
理系统，该系统可对所有进港
旅客实行闭环管理，要求特警
在出站口完成每名旅客的信
息录入，做到准确无误，不漏
一人。

2 月 8 日，对于
西安特警支队 200
名特警来说，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200名
特警在支队长臧柯
和副支队长徐鹏的
带领下，奉命入驻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在
疫情一线用身躯筑
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守护着西安西大门。

为了不给驻地
单位添负担，支队按
照野外保障标准，统
一在房间内部排设
野外行军床，调派炊
事、饮水、洗衣、淋
浴、发电等特种保障
车辆自行保障。虽
没有完善的生活设
施、没有完整的门
窗，但有的是200名
特警火热滚烫的心，
有的是 200 名特警
不怕牺牲，逆行而上
打赢疫情阻击战的
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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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路快速路是西安市“两环十放射”
快速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西安市政
府批准同意，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定于 3月
28日（星期六）、3月29日（星期日）组织实
施横穿昆明路1号桥～4号桥段110千伏高
压线迁改入廊施工，期间需封闭昆明路（团

结南路至西二环段）道路，请社会车辆和沿
线居民绕行。

关于实施昆明路110千伏高压线迁改入廊工程交通道改公告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昆明路及西延路PPP项目
西南二环立交工程总承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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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走进洋县磨子桥镇一心村，村民们
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除草、施肥、育苗……劳作的
身影点缀在田间，构成一幅美丽的春日画卷。

一心村大部分土地属于酸性土壤，适宜种植
元胡、红薯等作物。国家税务总局洋县税务局驻
村工作队于2015年与一心村开展结对帮扶后，
建议村民广泛种植元胡、乌药等经济价值高的中
药材。2016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种植大
户吴瑞新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专门从事中药材
初级加工。驻村的税务干部手把手辅导吴瑞新
开具免税发票，同时根据合作社运营情况，宣传
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经过几年的发展，种植合作
社逐步发展壮大，不仅大量收购全村种植的药
材，还吸纳了建档立卡贫困户18户20余人就业，

每年每户平均增收8900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洋县税务局驻村

工作队引导群众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在自家土
地分散干农活。同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
中草药长势情况，宣传产业发展奖补政策，不让
一户贫困户因为疫情掉队。

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费优
惠政策出台后，一心村驻村工作队指导种植合
作社有序复产复工，已有7名贫困村民陆续上
岗。目前，一心村贫困户已经从2014年的219
户811人减至11户18人。

“多亏税务局驻村工作队的倾情帮助，带领
我们全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一心村
支部书记黄彦德感慨地说道。 王艺晨

洋县税务 战“疫”继续 战“贫”不松劲

筑牢防线 守护西安大门
西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抗击疫情侧记

在臧柯的介绍下，记者在机场一个大
约10平方米的临时指挥部看到，四面墙壁
上全是监控返回的实时画面，可以任意切
换到想要监控的位置，画面清晰。“我们特
警支队警力主要分布在T2航站楼、T3国
际航站楼（包括国际国内出口以及两个贵
宾通道），同时还承担着西安火车站、西安
北客站转乘飞机的二核任务，民警工作都
是超负荷运转，从早晨6点起床至第二天
凌晨两点半才能结束。因为在最早航班
落地前一个小时民警必须到岗，第二天凌

晨两点半左右最后一架航班最后一名旅
客出站后，才能够离开。”臧柯说，3月1日
当天，经过他们核验的旅客就达1.7万人
（次）。为了更快捷、更有效地将旅客的实
时信息上报上级指挥部，2月6日，徐鹏就
带人搭建临时指挥部，其中协调机场多个
部门，安放、安装电脑及通信设备，首次使
用无线图传技术，把工作现场的图像实时
传到机场指挥部，实现了可视化、扁平化
指挥，同时根据实时监控的流量及时调整
警力部署。

为了让每一个出港旅客快速通过，彻底
解决核验速度慢的环节，特警支队机场指挥
部通过反复测试，反复探索，反复研究后，在
旅客出港通道上设置了三道岗：宣传引导岗，
由懂政策善解答和有耐心有亲和力的特警
担任，负责宣传引导；信息录入岗：由打字速
度快，心灵手巧的特警担任，负责老年人、小
孩、孕妇、残疾旅客等填写错误的信息必须修
改的，负责进行修改善后；信息核查岗：由责
任心强，敢于担当，思维敏捷的特警担任，因
为信息核查岗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必须做到
不漏一人，信息准确无误。为提高工作效率，
特警支队在民警中开展了一次岗位标兵（能
手）比武大赛，提出两满意一放心（即让旅客
满意，让民航企业满意和让上级党委放心）活
动，以此做到信息填写准确无误，不漏一人，
不堵一人，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三道岗位的设置，大大地提高了核查
速度，缩短了出港旅客的时间，使核查工
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核查数量由原来
的每人每天40到50人，提高到了每人每

天 300余人，警力没有增加，效率翻了 5
倍，旅客满意度提高了，旅客和民航部门
领导对西安特警支队的工作状态、警容警
纪和优良的工作作风给予极大的肯定和高
度评价。为了表示对西安特警的感谢，有
的旅客把感谢的话语写在纸上，有的旅客
给特警的防护服上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

徐鹏说，200名特警已经驻守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46天了。最近他们的任务又
增加了，除引导旅客注册一码通外，关口
前移至飞机舱门口核查旅客信息表，第一
时间排查，协助转运国际航班旅客等任
务，在外防输入关口上再加一把锁。

这一支威武之师，在机场疫情阻击战
中，不但把西安特警铁军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且让西安特警铁军的名号通过机场这个
窗口响亮全世界！因为他们用忠诚和信仰
时刻践行“特别讲政治、特别守纪律、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特警精
神，他们用大爱在疫情防控一线谱写出一
曲曲动人的乐章。 文/图本报记者晁阳

首次使用无线图传技术 实现可视化扁平化指挥

创新设置三道岗 提高核验工作效率

3月24日上午，周至县四屯镇五泉村
来了一位受伤的“特殊客人”，通过专业人
士鉴定，这位“客人”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雀鹰。

“长得漂亮眼神犀利，有翅膀却飞不
起来，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上午11
时许，好心群众发现地里有一只类似“鹰”
的动物，精神状态不佳，在地上一直“扑
腾”，但无法飞行。随后，大家拨打了报警
电话，希望通过民警找到专业人士进行
救治。

周至县公安局四屯派出所接到救助
电话后，值班民警周清带领辅警第一时间
驱车赶赴现场，发现这只“鹰”疑似受伤，一
直在扇动翅膀却飞不起来，于是警民携手
小心翼翼地将其抱上警车带到楼观台珍
稀野生动物抢救中心。

经楼观台珍稀野生动物抢救中心工
作人员确认，这只“鹰”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雀鹰。由于受伤，还需要经过专业
救治，待雀鹰体征正常，状态良好后，再确
定放生时间。 丁鹏本报记者葛兰

西安交警“放管服”再添
新举措，3月25日，经过前期筹
建，位于市区内的6处车驾管
业务保险公司代办服务网点
已经调试成功，可以正常办理
机动车六年内免检业务。这
是西安市交警支队与西安人
保财险，本着让群众“进一个
门、办所有事”的服务理念，开
启一种全新的车管服务方式。

目前，西安交警支队已
和医院、邮局、交通安全培
训机构、税务、财政等单位
对接、合作，进一步下放权
力，延伸服务触角，方便群
众办事。基于公安部与中
国银保监会联合推出警保

合作，充分发挥了公安交警
与保险公司的双方优势，有
效地增加服务供给、延伸了
服务触角。

当前，西安交警与西安
人保财险已经达成全面战
略合作，“警保联动”目前已
在西安多辖区启动快处快
赔新模式，深化事故快处快
赔改革、提高事故理赔服务
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
拥堵。同时重要节假日在
交通要道及交管部门高速
交警大队设立事故理赔“服
务站”,协同开展事故快处快
赔和咨询指导、责任协调、
事故救援服务等活动,为群

众提供就近、便捷服务。
本次西安交警和西安人

保财险启动的6个车驾管社
会服务点，分布在西安城区东
南西北中各个区域，业务范围
实现全辖覆盖。在前期试运
行中，已服务车主250余位，
对车辆购买保险品牌无要
求。下一步，西安交警还将进
一步拓展保险公司代办业务，
如补换证、临时号牌等车驾管
业务种类，不断打造警保合作
的新模式，进一步增强群众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

(6个车驾管业务代办点
地址详见三秦网)
本报记者晁阳杨代利李佳

本报讯（记者 晁阳 李佳）3月25日，
西安高陵警方通报一起利用防疫物资诈
骗案的最新进展，7万余元订购口罩，收到
的竟是几包卫生纸一案，在警方的持续关
注下，受害人龚某收到了退款，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2月 16日公安高陵分局药惠派出所
接到辖区东樊村龚某报警，其在网上认识
一个销售口罩的男子被诈骗12万元。

通过询问，龚某在网上认识了售卖口
罩的男子张某，便向张某订购了4万元的

口罩，还要继续购买时，张某将龚某介绍
给了上线代理商刘某。龚某就分批向刘
某订购了7.7万余元的口罩。而等到龚某
收货时却发现张某与刘某通过快递发给
自己的是几包卫生纸。

办案民警刘晨立即对三个转账账户进
行了止付和涉诈微信账户进行冻结的同时，
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也浮出水面，张
某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刘某系济南市市
中区人。民警陈科俭、刘晨一次次拨打嫌疑
人的电话，费尽周折最终联系到了刘某。

西安市区新增6处
车驾管业务代办点

周至警方
救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雀鹰

高陵警方
破获一起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