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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城市里最基层的组织
机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按张
芳的话说，“别看我们单位小，人不
多，但我们的工作涉及群众生活的
方方面面，街办有的服务窗口，我们
这里几乎都有。”张芳，阎良区凤凰
路街道延凤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
任，19年时间，一直做着与居民打交
道的工作，让她亲眼见证了这些年
来“小社区”的大变化。

4月 7日，张芳带记者来到社区
一楼的党群“一站式”服务大厅，她指
着服务窗口对记者说，“你看现在党
建、民政、残联、劳动保障、计划生育、
人民调解等工作都集中在服务大厅
统一办理，群众来这一趟就能办理多
项事务，一些行动不便的居民，我们
社区干部还会提供‘主动上门’服
务。”

和记者聊天过程中，张芳对着
社区的三层大楼感慨万千。社区成
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主要
以租借为主，一间旧屋子，几张破桌
子，一台旧电脑就是全部的办公家
当。一到冬天，破旧的房子四处漏
风，几个人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个
蜂窝煤炉。如今社区建立了智慧书
屋、阅览室、活动室、广播室等，极大
方便了服务群众。

这时，买菜回来的王阿姨正满

面笑容地走了过来，她说：“现在就
连小区环境也好多了，路灯也装了，
路也平整了，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可
以在小区锻炼，天阴下雨也不怕磕
着碰着了，现在住在这里人心情都
好了，幸福感也增强了。”

张芳告诉记者，社区党支部
还打造了“一帮一”服务模式，充
分发挥社区楼栋党员、在职党员、
社区干部及志愿者先进模范作
用，以社区低保户、残疾人、空巢
老人、孤寡老人等为重点人群，开
展“一帮一”志愿服务。说到这
里，张芳眼眶有些湿润，她说，“社
区工作让我特别有价值感，社区
有 2000多户居民，谁家是困难户，
哪家有孤寡老人，哪家有残疾人，
我都了如指掌。对困难群众，我
们定期会提供上门服务，为老人
送菜送面，打扫卫生，陪他们聊
天，在需要的时候送他们去医院
看病，为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协
调联系工作，协调热力公司为老

人减免暖气费等等，这些看似平
常小事，对困难群众来说却十分
的暖心，群众对我们也非常感
激。”

在社区工作这么多年，张芳还
有一大感受就是，社区和谐了，十几
年前，仅她一个人一年调解的民事
纠纷就有 30多件，有夫妻间闹别扭
的，邻里间因为小事吵架的，婆媳间
相处不睦的，和物业管理起纠纷的
……经常有群众脸红脖子粗地找到
居委会。张芳说，“近几年，社区的
矛盾纠纷明显减少了，一年顶多处
理两三件，邻里间相处和睦了，居民
出门见到熟人打个招呼，都乐呵呵
的，跳个舞，唱个秦腔，精神面貌都
不一样了。”

19年的社区工作经历对张芳来
说意味着什么？她稍作停顿告诉记
者，“丰富了人生的履历，更收获了
群众的认可和尊重，这种生活的丰
富和内心的充盈是任何物质也换不
来的。” 本报记者谢斌

本报讯（记者 赵丽莉 王东启
王晓峰）4月 8日，参加三秦都市报
宝鸡通联表彰会的本报百余名通
讯员先后走进西凤酒厂、宝鸡卷烟
厂、九龙山旅游助农点等处，了解
千年白酒文化、感受大型国企担
当、领略自然魅力、感悟生态保护
和脱贫攻坚成果，每到一处，通讯
员们眼、脑、口、手并用，并在本报
记者的指导下捕捉新闻点、拍摄照
片和视频，将培训过程中学到的理
论知识付诸到新闻采写实践中去。

9时，通讯员们刚踏入西凤酒厂
区，就被空气中淡淡的酒香所包
围。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制曲生
产车间、酿造车间、包装车间、西凤
酒文化馆等，追寻西凤酒 3000多年
的历史，领略西凤酒文化，探访独特
神秘的酒海。来自眉县槐芽镇的通
讯员张航英说：“现代科技酿酒太震
撼了！作为宝鸡人，我们通讯员更
应该用镜头和笔尖将西凤酒的好故
事、好声音、好形象宣传出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认识、喜欢西凤酒这个
民族品牌。”

在宝鸡卷烟厂，通讯员们井
然有序地参观了卷包车间、制丝

车间的工艺流程与生产概况。卷
包车间里先进的设备有序运行，
加工好的烟丝被匀速输送到卷烟
机里，一根根香烟从流水线生产
出来……大家在对现代智能化生
产赞不绝口的同时，也感受到大
型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的担当。

下午来到九龙山旅游助农点，
三秦网、秦闻APP视频工作室主任
韩博磊给通讯员们讲解无人机航拍
技术及操作，通讯员代表在韩博磊
的指导下，进行无人机飞行操作，了

解无人机的拍摄功能。通讯员们感
叹：无人机为新闻传播方式插上了

“翅膀”。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视觉中心

摄影记者王晓峰现场给通讯员们
进行人物、风景拍摄指导，这一集
中授课+互动交流+采访实训+老
师点评的培训方式深受通讯员们
欢迎。

4月 9日，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副院长来向武，西安广播电视台钱
江还将为通讯员们讲解新媒体的有
关知识。

了解白酒文化领略自然魅力

本报百余通讯员感受大美宝鸡

通讯员学习无人机飞行操作

本报讯（记者 谢斌）记者昨日
从陕西交通控股集团获悉，高速公
路京昆线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
程全面开工。国家高速公路京昆
线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是陕
西省“2367”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
成路段，也是陕西交控集团组建以
来，一次性开工建设的第一条里程
最长、工组织难度最大、技术管控

最严、交通保畅最复杂的高速
公路。

项目以西安绕城高速为界，北
段起于蒲城东阳枢纽立交与西安绕
城高速相接。南段起于河池寨枢纽
立交，止于涝峪互通立交。项目全
长 125.8公里，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
方式，按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路基宽度为42米，设计时速为

120km/h，概算投资127.01亿元。
本项目的实施对完善国家高速

公路网，提升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
水平，保障国家交通运输大通道的
快速通行，加快国家中心城市西安
的建设步伐，对畅通陕西对外开放，
促进陕西与华北、西南省份的经济
协作、旅游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京昆高速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实习生
王雯静）4月8日，国家移民管理
机构 12367服务平台和国家移
民管理局英文版门户网站上线
运行。陕西边检总站设立
12367热线座席。

12367是统一受理移民管
理领域业务咨询、意见建议
等服务诉求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全面连接全国边检机关
和各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现有咨询投诉热线座席，一
号接入、分类受理中外人员
提出的移民管理相关政策咨
询、意见建议等服务诉求，提
供中英双语、“7×24”小时全
天候人工服务。陕西边检总
站设立 12367热线座席，为出
入境旅客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精 细 的 移 民 管 理 政 务
服务。

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
指导意见》精神，陕西边检总站
12367服务平台将以分中心的
形式归并到陕西 12345热线，
及时承接办理 12345热线转办
的专业问题和诉求。

国家移民管理局英文版门
户网站同步上线运行，设有信
息发布、办事服务、咨询交流、
移民服务等主题版块，发布中
国移民管理权威信息，及时为
来华在华外籍人士和相关市场
主体提供清单式信息指引、友
好型网上服务和即时性互动
交流。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上线
陕西边检总站设立热线座席

本报渭南讯（记者 杨晶）
4月 8日上午，总投资 6.4亿元
的光大绿色环保大荔县生活垃
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正式点火
投入运行，日处理生活垃圾
400吨，也标志着大荔人民再
也不用为生活垃圾的处理而担
忧了。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大荔
经济技术开发区，被陕西省发
改委列为 2020年省级重点项
目。由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
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光大绿色环保城乡再生能源
（大荔）有限公司采取BOT（建
设—运营—移交）的形式投资
建设。

该项目于 2018年 11月正

式签约，2019年 1月注册公司
并开展前期手续办理及筹备
工作，2020年 3月开工建设，
目前一期总投资 2.86亿元，占
地 60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
生活垃圾 400吨，年处理生活
垃圾约 14.6万吨。配套中温
中压余热锅炉，供热能力为
10t/h。

设备采用光大自主研发的
炉排炉焚烧系统，烟气净化达
标排放，垃圾渗滤液经生化反
渗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将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
源化利用，将生活垃圾转化为
绿色能源及环保建材实现资源
化利用，提供绿色电力，年上网
电量约5600万度。

大荔县生活垃圾焚烧
热电联产项目投运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
以来，安康市紫阳县公安局洄
水派出所始终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作为落脚点，强化
为民服务。

近日，该所通过“指尖警
务”网络连线，成功调解一起
治安案件，受到当事人好评。
4月 2日 16时许，李某与邻居
赵某因琐事发生争执，期间李
某向赵某脸上打了一拳（轻微
伤），后被旁人劝开。双方都
要求派出所受案处理。就在
民警调查期间，赵某已外出打

工，后来民警通过该所“指尖
警务”联系赵某，赵某称身体
无大碍愿意调解处理。在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民警通
过“指尖警务”网络连线，对该
起案件进行网上调解。调解
中双方都相互致歉，并表示愿
意原谅对方的真实意愿。随
后民警将调解协议通过“指尖
警务”发送给双方当事人确认
后，再将协议复印件寄给其签
字。此时，一场相隔千里的治
安案件得以成功调解。

王君罗瑞

洄水派出所
“指尖警务”化解矛盾

延凤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张芳

19年见证“小社区”大变化

见证初心·我在一线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西安实现
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张维）4月 8
日，记者从西安市统计局获悉，

“十三五”以来，西安市各项社
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文
体资源服务扩容提质,全民健
身组织网络全覆盖，2020 年
末，西安市公共体育场馆 47
个，晨晚练活动点达到 1902
个，比2015年末增加302个。

《“十三五”时期西安市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
示，文化设施基本实现城乡全
覆盖，文化公共产品及服务惠
及全民。2020年，西安市共有
群众艺术表演团体 228个，群
众艺术馆 1个，文化馆 14个。
西安地区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已达 4家，居全国之首。以“迎
全运”带动全民健身，全民健身
组织网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