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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播报

10月10日，由西安市碑林
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碑
林区教育局、共青团碑林区委
联合主办的“喜迎十四运·红领
巾在行动”庆祝建队日主题活
动在碑林区永新小学举行。

伴随着动感篮球展示表
演，活动拉开了帷幕。啦啦操、
绳操、舞蹈表演中，小学生们用
整齐而活泼的舞姿喜迎十四

运的到来。活动为十四运师
生志愿者服务队授旗，鼓励全
校师生争当志愿者、服务十四
运。学生们还体验了十四运
射击、冰壶、投篮等运动项目，
激发了大家积极参与体育运
动的热情，同时吹响了少先队
员为红领巾添彩、为少先队添
彩、为十四运添彩的号角。

通讯员 杜成轩

三边民俗文化园
火热亮相

“红领巾”的“十四运”
提前开始

“十一”假期，开园不久的
榆林市靖边县三边民俗文化园
喜迎“开门红”，日均接待游客
近8000人。靖边县三边民俗文
化园占地5000余平方米，有近
20孔陕北传统窑洞、7处院落以
及千余件农耕民俗物件。园区
的南区有农耕发展史馆、农耕文
化馆等16个展馆，以博览为主
兼具体验功能；北区则以体验为

主，有酒坊、油坊等5个展馆。
最具特色的是一条168米

长的人工窑洞隧道，全景式呈
现了三边别具一格的风土人
情和乡风民俗，收集展品千余
件，涉及农耕工具、衣、食、住、
行日常用品、文化旧物、传统
乐器、民间艺术、民俗遗址、节
令风俗、红（白）事民俗、民间
手艺等。 通讯员白凌燕

通讯员观察

近日，在陕北矿业张家峁
公司大门口，职工进出不用刷
卡，只要走到人脸识别闸机前
看一眼屏幕，无需停留，门禁就
会自动打开，如果有访客来访，
还能够在线自助预约、身份验
证，实现科学化访客管理。这
是该公司智慧园区建设的又一
个新成员——智能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

该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包含
了人脸识别抓拍、实时报警、人
员统计等功能，通过布局在门
禁设备上的智能人脸识别技术
可对进、出人员进行有效识别、
记录与管控，实现了高效、全
面、智能化的矿区安全管理。

公司后勤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现在，来访人员可以提
前通过‘访客管理’手机APP填

写预约信息并发送给公司被访
人员，被访人员接收到来访提
醒，经确认后可以生成二维码
并发送给访客。访客只需扫描
二维码即可进入大门，既简化
了登记流程，节省了访客等待
时间，又为矿区筑牢了可靠的
安全防线。”下一步，该公司将
安装人脸识别和红外温度感应
功能摄像头，与矿区平台安防

系统联动，实现对陌生人进入
提醒，区域人员体温超限，系统
自动弹窗并记录抓拍现场图
片，危险人员告警和区域内通
行人员轨迹全程记录，真正实
现矿区人员管理信息实时动态
掌握。

通讯员李潇洋刘地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智慧园区再添“新成员”

资讯速递

新闻进行时

子长市袁家沟社区党支部
成立以来，坚持以“党建引领、品
牌先行、联盟支撑”的思路，以服
务社区、方便居民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打造“五心”家园，打通社
区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架起
党和群众连心桥。

强基固本
打造服务群众的“贴心家园”

通过实施强基工程，建成集
日常办公、居民养老、医疗救助
等个性化服务的一站式高标准
党群服务中心，推行行政管理、
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为居民提供多元
化全方位服务。通过设立“为民
服务全程代办点”“党员议事
点”，使其成为社区收集信息的
中转站，方便居民群众办事、反
映问题。开展“家门口”服务，加
强与辖区服务网点的联络，制作

便民利民联系卡 4000多张，帮
助居民做好家政服务、居家养
老、托老托幼、商品派送等居民
所需所盼的服务，让居民时刻感
受到社区服务的贴心、便利。

凝心聚力
打造社区群众的“暖心家园”

创新“支部携手志愿者”服
务民生的模式，对辖区困难群
众、低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
弱势群体实行结对帮扶，大力开
展在职党员进社区，点亮社区困
难居民“微心愿”活动，通过入户
走访、电话联系等形式，经常为
弱势群体开展谈心谈话等服务，
了解近况，使其能保尽保，让困
难居民及时得到帮扶救助。

丰富载体
打造群众喜爱的“开心家园”

以丰富的文化活动为载

体，先后组织开展“草根”大舞
台让居民唱起来、舞起来、嗨起
来等大型活动，每周为社区居
民安排唱歌、跳舞、健身、瑜伽、
古琴、古筝、茶艺等培训，开展
免费健康体检，安排义务理发，
定时开放图书阅览室、书法室
和棋牌室，不断满足居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需求，切实提高居
民的幸福指数。

携手共建
打造居民生活的“舒心家园”

社区党支部携手党员干部、
物业和志愿者组织，对小区卫生
进行常规性维护，对辖区卫生死
角和堆积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共发放保洁倡议书 5000余份，
刷写标语5条，组织开展义务劳
动26次，粉刷墙面8600余平方
米，栽种各种树苗 110多株，清
除垃圾 450余吨，美化、亮化了

环境，打造了居民舒心、安心、顺
心的生活环境。

多措并举
打造平安和谐的“安心家园”

以创建平安和谐社区为目
标，将辖区划分为 16个网格，
实行社区干部分片包户责任
制，同时深入开展“四个百家”
活动，即：“民情信息员”走百
家、“党群连心卡”连百家、“普
法宣传”进百家、“服务帮送”系
百家，对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
问题及时进行商讨，做好疏导、
调处工作。今年共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 10次，调解矛盾纠纷 16
次，共同维护让居民放心的“安
心家园”。

通讯员王晶宋曲孙乐

打通社区服务“最后一公里”
子长市袁家沟社区“五心”家园架起群众连心桥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开启“百日安全”活动

近日，黄陵矿业铁运公司制订下
发了《关于开展2020年“百日安全”活
动的通知》，在对各项安全重点工作进
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
了包括应急管理、培训教育等10项主
要活动，并将各项活动的主体责任落实
到部室、段站。

该公司将以“百日安全”活动为契
机，补齐安全短板，夯实安全基础；树立
对安全隐患的“超前探查、超前预防、超
前治理”理念，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 通讯员杨超

近日，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港口办事处与万华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签订煤炭供
销合同。这是自运销集团港口办成
立后签订的首个非电煤直供客户，掀
开了港口办煤炭销售工作新篇章。
据悉，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
列世界五百强，是一家全球化运营的
化工新材料公司。港口办经过多次
沟通矿业公司，及时掌握矿井生产煤
炭质量的稳定性，以确保供应煤炭的
质量达到该公司生产要求。

通讯员颜喜龙

陕煤运销集团港口办
牵手万华化学

为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
的沟通，日前，安康市宁陕县城
关初级中学通过校园开放日、家
长会、法制讲座、品菜试餐、家长
进课堂等系列活动，架起学校与
家庭教育沟通的桥梁，助力学生
健康成长。

学校围绕教学管理、精准扶
贫、学生的品德形成、习惯养成
等内容，与家长沟通交流；带领

家长参观校园，了解校园风貌及
学校文化；向家长介绍班级文
化、教育理念、孩子在校学习和
生活情况，围绕如何正确引导培
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行
为习惯、提高学习效率等问题，
与家长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

该校负责人就“如何更新教育
观念，健全人格修养、培树良好家教
方法”等内容进行专题讲解，针对思

想品德培养、青春期教育、防治沉迷
网络等热点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家
长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

活动还邀请宁陕县法院法
官为家长开展法制专题教育讲
座，通过典型案例，在以案释法、
以案学法中，提醒家长认真履行
家庭监护职责。

邀请家长膳食管理委员会成
员走进学校厨房、库房、操作间，了

解食品采购、贮存、加工过程和环
境卫生保洁工作，试吃体验学生
营养餐。并邀请家长对学校食堂
管理和学生午餐质量提出意见。

学校今后还将设定教学开
放日, 全面开放全校 22个班级
的课堂，邀请家长走进课堂体验
了解学情，让家长全面了解学生
在校学习情况。

通讯员 陈华张贻兵胡雪涛

凝聚家校育人合力 这所学校点子多

宝鸡文理学院举办
“民族文化展示月”

10月14日，宝鸡文理学院开展民
族文化展示月活动，通过宣传展板、摄
影展、民族趣味运动会、文艺演出等活
动，介绍中华各民族的灿烂文化，增进
大学生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激发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来自政法学院的学生努尔娅说：
“通过开展民族文化展示月活动，使我了
解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也
让我们增进了各民族同学间的交流。”

通讯员韩恩强

灞桥法院
引入区块链机

在区块链机上一键点击确认，支付
令就通过电子送达平台发送至被告手
机、电子邮箱。同时，送达时间、送达内
容、送达方和接收方信息等也同步存证
上链。

近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在西
北五省区范围内率先引入区块链机，与
金融智审平台相结合，利用区块链技术
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等特点，对金融
借款合同等案件的支付令送达留痕存
证。该院将不断以智慧法院建设为抓
手，助力公正高效司法。

通讯员江红霞韩萌萌

合阳黑池派出所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防骗意
识和识骗能力，10月15日，合阳县公安
局黑池派出所深入辖区开展防电信诈
骗宣传活动。

民警在人员密集的场所设立宣传
点，通过悬挂横幅、展示展板、发放宣传
海报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了电
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并结合身边真实
案例为群众科普了犯罪分子的惯用伎
俩和如何正确辨别和抵制电信诈骗。
此外，民警还利用村民微信群进行线上
宣传，让群众防骗意识“与时俱进”。

通讯员王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