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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全面回顾自建党以来走过的光
辉历程，鼓舞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
念，锤炼党性修养，肩负使命担当，
激发广大群众对党的拥护和热爱
之情，在辖区营造团结和谐向上的
节日氛围，自 6月中旬起，秦都区渭
滨街道党工委组织开展了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共庆百
年韶华。

书记带头讲党课
学史力行开新局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渭
滨街道成立了由领导班子成员、优
秀社区书记、党组织作用发挥突出
的两新组织书记以及优秀老党员
组成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由党
工委书记带头，宣讲团成员深入社
区、农村、企业、小区、机关等开展
讲党课活动，通过精心准备 PPT、党
课讲稿、互动交流多种形式，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深学细悟百年党史
紧贴民生办好实事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有机结合，渭滨街
道通过在微信公众平台、官方抖音
号开设“党史百年·天天学”专栏，每
天推送党史知识，策划推出《渭渭学
党史 滨滨办实事》视频专栏，将街
道干部群众学习党史和基层党组织
为民办实事的开展情况，以视频方
式进行记录宣传；通过组织“学史力
行 传承红色基因”演讲比赛、党史
知识竞赛、红色书法作品展、红色主
题观影等活动，在辖区群众、企业职
工中营造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
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围绕疫情
防控、垃圾分类、创新社区治理等重
点工作，开展了党员医务工作者义
诊活动、“学党史践行动·助推垃圾
分类落细落实”活动，在“心心秦家”
设立党史读书角以及小区便民驿
站，将服务功能延伸至多个领域。

党性体检“强健体魄”
树牢初心锤炼党性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提升党员党性修养，明确党员标
准与责任，渭滨街道组织辖区全
体党员，分批前往党性体检中心
进行“党性体检”。党员分别在党
史文化长廊、初心唤醒区、牢记使
命区、对照自检区、党性会诊测评
区等功能区进行学习，集体重温
了入党誓词，观看了党性教育专
题片，并对照“合格党员的标尺、
自身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了
党性自检和互检，对自身的党性
修养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党员
通过党性体检，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补足了精神之钙。

走访看望困难党员
慰问传递组织关怀

“七一”前夕，街道党工委对辖区
生活困难党员进行摸底、走访，由街
道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包

抓村、社区对生活困难的党员、老党
员进行了看望慰问，向他们致以诚挚
的问候，详细了解了他们在工作、生
活上存在的困难，并为他们送去了慰
问品，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生
活困难党员的心坎上。

创新开展主题党日
形式多样凝聚力量

街道党工委通过在主题党日
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机关全体
党员前往区委党校参观党史馆、
重温入党誓词，使大家对党的历
史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增
强了使命担当意识；季度党员政
治生日会，让党员们感受到了组
织的关怀，强化了党员的政治归
属感，以及对党员身份的荣誉感；
机关全体党员前往赵梦桃纪念馆
参观学习，详细了解赵梦桃先进
事迹以及梦桃小组的发展历史，
深切体会到了“梦桃精神”和“梦
桃小组精神”的精神内涵，通过学

习强化了机关党员的宗旨意识，
激发了大家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的工作热情。

党员群众喜迎“七一”
红色文艺共庆建党百年

“七一”前夕，渭滨街道隆重举
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系列文艺活动，“光荣在党 50年”纪
念章颁发仪式向老党员群体致敬，
勉励青年党员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
性修养，“红歌映初心 礼赞一百年”
合唱比赛歌颂党的伟大成就，展示
街道、村、社区、企业党员干部队伍
的昂扬风采，“学史力行开新局 聚
力启航新征程”文艺汇演礼赞党的
百年伟业，凝聚再启程的奋进力量，

“永远跟党走”红色经典名家秦腔演
唱会，弘扬传统文化，激发辖区群众
爱党、爱国之情。系列演出反响热
烈，辖区党员群众纷纷表示，将坚定
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争做新时代的最美
奋斗者！ 寇斌

同心共庆百年华诞 聚力开启崭新征程
——秦都区渭滨街道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侧记

市民何先生反映：西安纺织
城枢纽站到空工院这一段，路况
特别差，另一方面，232路公交车
座位少，乘客等车时间久，老年
人上车后没办法只能站着，希望
能尽快提升改造路面，加密公交
趟次。

请西安城投集团速查并回
复本报！

市民于先生反映：西安市边
家村友谊路十字由东向西方向，
公交车站牌离十字路口太近，导
致到了高峰期就堵车。建议把
站牌向东移100米缓解拥堵。

请西安城投集团速查并回
复本报！

市民陈先生反映：西安市灞
桥区会展一路每天晚上都有大
批摩托车爱好者，聚集占用公共
道路危险驾驶，噪音也非常的
大，希望辖区交警严管。

请西安市交警支队速查并
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利用支付宝截图骗了12名大学生
西铁公安处昨集中发还被骗资金

被骗资金发还现场

7月 22日上午，在西铁公安处
举办的“10·2”系列诈骗案被骗资
金集中发还仪式上，小丽（化名）和
其他受骗女孩一起领回了自己被
骗的钱。拿着返还的 950元，她告
诉记者，自己被骗的不仅仅是钱，
而是热情助人的心。

原来，去年 10月 2日，小丽从
西安钟楼地下盘道经过时，遇到
一名年轻女性打招呼，对方称刚
从渭南到西安下车，包和手机遗

忘在车上，当时身无分文需要借
钱。小丽说看对方是女生面善，
就没了戒备心理。这时，突然出
现一名号称对方朋友的男性，说
公司可以转钱给小丽，并拿过小
丽手机操作。很快，小丽的支付
宝便收到一条类似支付信息的图
片，显示已经给小丽账号转了 950
元。随后，小丽便通过支付宝转
给了对方 950元，对方离开后，小
丽才觉得上了当。便到西铁公安

处报了警。
小丽并不是第一个报案的人，

西铁公安处连续接到三起这样的
报警。通过报警人提供的信息和
研判，西铁警方确定为同一伙人作
案。经侦查员数日连续作战，犯罪
嫌疑人郑某月（女，28岁）、郑某星
（女，27岁）、岳某龙（男，29岁）、曹
某峰（男，25岁，）均系安徽省定远
县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且 4人已
辗转流窜至成都市。

侦查员立即赶赴成都开展侦
查，于2020年10月26日将郑某月、
郑某星、岳某龙 3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12月 3日，犯罪嫌疑人曹某峰
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

经查，自 2020 年 9 月 27 日以
来，犯罪嫌疑人郑某月伙同其丈
夫岳某龙、其妹郑某星、曹某峰在
西安、渭南以年轻独行女性为目
标，利用虚假支付截图诈骗 14名
受害人 2.4 万余元，其中 12 人为
在校大学生。目前，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查中。
文/图本报记者朱娜实习生李星玥

本报汉中讯（记者 陈卫平）
刚买18天的电动车，在充电过程
中发生自燃引发火灾，导致店内
财产损失。事发一个多月，消费
者的损失赔偿问题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

7月 21日上午，记者来到汉
中城固县城友谊路高女士的店
面，看到店内地面凌乱不堪，到
处是被大火烧焦的物品，地上一
辆两轮电动车也被烧得只剩下
框架。

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店
面主要经营花生豆腐制品，开业
才一个多月。她于 5月 11日在
县城“雅迪专卖店”买了一辆两
轮电动车。

5月 29日 13时许，高女士与
丈夫准备开车送孩子去参加考
试，便将平时在店门口充电的电
动车推进店内充电。14时许，高
女士接到电话，说店里着火了。
回去时店里大火已经被扑灭，消
防员正在进行检查工作。

事后，城固县消防救援大队

认定为“事故起火点为电动车电
瓶处，起火原因为电动车自燃，
直接财产损失11392元。”

高女士告诉记者，火灾中受损
的豆腐机就价值4万多元，再加上
冷藏柜等设备、店面装修以及一个
多月的停业损失，目前已给自己造
成了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为此，高女士找到了“雅迪
专卖店”，在协商赔偿未果的情
况下，找了雅迪电动车的生产厂
家。厂家随后派人来调查后认
定，电动车质量没有问题，起火
原因是由于经销商在安装电池
过程中的不当操作造成的，但随
后的赔偿始终没有谈妥。

7月 21日下午，记者采访了
电动车生产厂家一位姓祁的主
管，这位主管告诉记者，电动车
在充电中自燃引发火灾给消费
者造成的财产损失，企业一定会
承担，但消费者提出的损失也要
有依据。下一步，厂家会继续与
经销商及高女士沟通，争取尽快
妥善解决问题。

刚买18天的电动车充电时自燃引发火灾

接个陌生电话女子被贷款30多万元
银行卡上的4.8万元也不翼而飞

在西安某医院上班的小枫，上
个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并根据
电话提示给手机上安装了一款名
叫“瞩目”的APP之后，她原本平静
的生活被打乱了。挂电话2个小时
后，不仅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 4万
多元存款不翼而飞，还背上了30多
万元的贷款。目前，警方已立案
调查。

7月22日，小枫告诉记者，那天
下午 4时许，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
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是交通银行的工
作人员，银行和某购物平台有一个
合作，需要下载一个叫‘瞩目’的
APP，可以清除我名下的额度。”小枫

说，当时她只意识到自己工资卡是
交通银行的，所以没多想就同意了
对方的要求。下载APP之后，对方
并没有直接挂电话。而是一步步指
导她怎么操作手机。让她打开“瞩
目”APP，然后点击登录，瞬间手机屏
幕变成了白色，啥都没了，她以为是
手机显示屏出了问题。

下午 6 时，正在上班的她感
觉不对劲，再次打开手机，用交
通银行 APP 查询电话中女子所
说的额度清除，才发现自己 4.8
万元的工资不见了。小枫说，她
急忙给单位请假，向公安未央分
局未央宫派出所报警。她说，这
期间她还联系了交通银行，办了

紧急挂失。
民警通过查询发现。小枫接

电话后的短短 2 小时，交通银行
账户频繁进账和出账合计达 20
笔。最终，交通银行储值卡被盗
刷 48000元，交通银行信用卡被盗
刷 15000元。对方还用小枫的信
息贷了款。交通银行西安甜水井
街支行发放的 20万元消费贷款、
中信百信银行发放的 85000元消
费贷款、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发放
的 58000元消费贷款，分别转入交
通银行储值卡账户后，被迅速
转走。

据了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本报记者葛兰

热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