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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现场播报

4 月 10 日 ，由 安 康 市
汉阴县总工会、县教体科
技局主办的“秦岭双河口
醉美健步走”活动在汉阴
县汉双彩虹公路举办。全
县 40 多家单位的有关干
部 群 众 及 1000 多 名 健 步
走 爱 好 者 参 加 了 本 次 活

动 。 作 为 2021 年 汉 阴 县
油菜花旅游季系列活动之
一，此次活动的开展，旨
在 积 极 践 行 全 民 健 身 活
动，引导群众树立“我运
动、我健康、我快乐”的生
活理念。

通讯员林爱铭陈浩

4月13日，镇安县米粮镇
联盟村千亩坡地改梯田项目正
在抓紧施工。为了提升土地生
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入春以
来，镇安县将联盟村坡地和撂
荒地改造成为高产优质梯田，
实现“藏粮于地”。

据了解，该项目共规划

建设高标准农田 3153亩，并
配套田间生产道路 5072米，
农业生产用桥 1座。项目建
成后，粮食亩产可由300公斤
提高到420公斤，土地租金将
由 300元每亩提升到 400元
每亩，实现“藏粮于地”增收
增效。 通讯员倪方海

汉阴
“醉美健步走”

镇安
“坡改梯”抓紧干

为树立干净、美丽、文明、有序
的城市形象，进一步做好文旅行业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各项工作，4
月以来，华阴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
组织各涉旅单位迅速行动，通过LED
显示屏，摆放宣传牌，完善公共场所
禁烟标识、禁烟制度等方式进行宣
传，不断提高游客满意度。通过此
次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了良好氛
围。下一步，华阴市文化和旅游局
将继续推动巩固创卫工作的深入开
展，在华阴市巩固创卫工作中贡献
文旅力量，展现文旅担当。

通讯员侯媛

华阴市巩固
创卫成果

潘家山位居合阳县北部，是黄
龙山支脉，属同家庄镇管辖。在干
部群众共同努力下，这里的村容、
村貌及村民收入发生了可喜变化，
正在向乡村振兴迈进。

但在近期一起“羊中毒”事件
中，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矛盾引起
多方关注。牛在圈养，羊却被养
羊人放到山上任其满山跑，不仅
吃了草，还啃食了人们视为“摇
钱树”的花椒树苗。一块花椒树
地的主人将玉米粒拌上“3911”
农药撒在田间地头，一群羊中的
5只羊误食中毒死亡。撒农药人

受到法律制裁，养羊人也有经济
损失。

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度发
生，教育附近群众知法守法，4月
10日，合阳县公安局同家庄派出
所联合森林派出所在潘家山村
广场上组织人员，以“投毒被拘”
一案为例，以案说法，“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对村民进行了一
场深刻的普法教育。尽管山区
交通不便，仍有附近村子的村民
步行几公里来到现场听案学
法。民警针对村民关心的问题、
涉案双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后

果及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生动
的讲解。精彩的讲解、通俗的表
达，让现场群众纷纷赞道：“这样
的普法接地气、印象深、效果
好。”此外，民警还结合辖区特
点，对防范电信诈骗、禁毒品、禁
猎野生动物、山林防火等讲述了
一个个生动的普法小故事。

此次“以案说法进乡村”活动，
是对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探索，普及
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
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靠法维权”的法治意
识，收到良好效果。

4月13日，潘家山村民李某主
动将一枚炮弹交给同家庄派出所
民警。据李某称，炮弹系其以前从
地里挖出的，因为不懂法，一直放
在家里。前几天派出所“以案说法
小课堂”到村宣传后，他才明白私
藏爆炸物品是违法行为，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自己这几天来一直惶惶
不安，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今天主
动上交。

目前，同家庄派出所已将炮弹
移交合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做进
一步处理。

通讯员王银虎马朝容

合阳公安到潘家山“以案说法”
4月 15日，汉中市城固县交警

大队走进乡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活动中，宣传民警走进农村
出入口、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面对
面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解交通安
全常识。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
案例，以案说法，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了酒驾、醉驾，骑乘摩托
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机
动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带来的危害及后果，教育广大群众
要认真遵守交通法规，切实养成安
全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争
做文明交通人。

通讯员许腾

城固交警
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

4月12日上午，随着一声汽笛
长鸣，一列满载曹家滩矿优质化工
煤的运煤专列从靖边北车站出发，
这是陕煤运销集团榆中销售公司
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发往宁夏
的煤炭专列，为榆北煤业曹家滩矿
井的煤炭打响市场“再鸣金鼓”。

随着浩吉铁路的开通运行，运
销集团榆中销售公司煤炭铁运量

逐年增加，但受地域环境和运输瓶
颈制约，铁路销售主要以“两湖一
江”及北方港口市场为主，很多地
区用户只能望“煤”止渴。如何把
有限的铁路运力盘活，让优质资源
走出去，成为运销集团榆中销售公
司急需破解的难题。对此，该公司
紧扣运销集团“五精管理”体系建
设，以“543”年度发展规划为抓手，
以开拓高端化工用户为重心，以打

造“曹家滩”品牌为目标，利用太中
银铁路开辟“西进”运销新通道，实
现铁路销售扩容增量。

运销集团榆中销售公司前期
通过多次市场摸底调研，多次组织
人员走访市场，最终与国家能源集
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
作意向。双方经多次互访商洽，就
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于 2020
年底签订年度煤炭销售框架协议。

煤炭专列的发出，标志着榆中
公司由铁路进入宁夏煤炭市场的
正式开启。后期，宁煤集团将逐步
加大煤炭采购量，预计年调入量可
达 50万吨以上。在打开入宁西进
通道之后，榆中销售公司全体人员
将主动出击，开拓新思路，谋划新
策略，采取新举措，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打开榆中销售公司跨越式
发展的新篇章。 通讯员许志恒

陕煤运销榆中公司

煤炭西进“再鸣金鼓”

宝鸡文理学院
培训大学生志愿者

4月 10日至 11日，宝鸡文理学
院对 500余名服务于十四运和残特
奥会的2021年度赛会大学生志愿者
进行了通用知识线下专题培训。本
次培训会邀请国内志愿服务领域知
名专家和具有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经
历的资深志愿者培训师，围绕全运
会、志愿者角色认知与志愿者服务
概述、赛会应急事件处理与急救技
能训练、陕西省情概论、志愿者心理
调节、残疾人服务培训、赛会礼仪形
象培训，全运会、残特奥会常识，志
愿者通用政策解读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专题培训。

通讯员韩恩强

近日，黄陵矿区 2020—2021年
度供暖工作顺利收官，黄陵矿业发
电公司历时 172天的“超长”供暖季
正式结束。

该公司始终坚持优化运行调整
的策略，根据生产任务和机组运行
周期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机组的
运行安排计划，同时根据当天气温
变化，及时调整供暖温度、流量，精
确操作，力求供暖和电量双平衡，确
保供暖期间负荷曲线处于最优状
态。此外，该公司不断加大对各供
热片区换热设备的巡检力度，设立

“机动队”，强化热网设备跑、冒、滴、
漏处理速度，减少热源损失，确保供
热系统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最佳供
热效果、最经济运行成本。

通讯员雷明

黄矿发电
“超长”供暖季收官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定边
县税务局坚持以“始于纳税人需
求，终于纳税人满意”为目标，主动
出击、多措并举，在落实落细税收
优惠政策的同时，积极探索纳税服
务新渠道，不断深化“银税互动”，
助力企业扬帆远航。

紧盯纳税人的融资需求，定边
县税务局全面梳理辖区内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
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名单，积极与当
地中国银行等金融单位进行配合，
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

手段，合力打造税银一体化交流平
台，积极创新完善银税信贷产品，
充分挖掘信用和数据，拓展“银税
互动”深度，延伸“银税互动”广度，
全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解融资困
难，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聚焦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主
动与各中小型企业做好交流，宣传
税收优惠政策，了解企业在发展中
的困难，并结合企业经营发展特
点，及时就“银税互动”服务进行

“点对点”辅导。在依法合规和企
业授权的情况下，充分优化“银税

互动”，切实加大普惠金融的支持
力度，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同时，向纳税人传递“信
用有价”的诚信理念和意识，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定边县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注入诚信动力。

此外，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
数据线上直联，与当地银行合作，
推动税务、银行信息互通，及时向
银行推送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协
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小微企业
主动对接和融资需求调查，扩大

“银税互动”纳税人受惠面，扩大

“银税互动”贷款规模。加大对依
法纳税、诚实守信的小微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向企业发放免担
保的信用贷款，将企业纳税信用
资产转换为“真金白银”，为企业
发展注入资金“活水”，不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下一步，定边县税务局将进一
步提高站位，完善“银税互动”平
台，扩大“银税互动”范围，打造更
多“银税互动”金融产品，助推区域
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通讯员郑昊阳

定边税务：深化“银税互动”助力企业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