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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安康讯（杨周洁 记者
吴琛）记者从镇坪县公安局了解
到，镇坪公安“云端警务”“云服务”
功能经过前期的试运行，现已全面
投入使用。“云服务”功能的上线，
标志着“云”功能模块已全部高效
运转，服务群众。

“云服务”功能聚焦“一网通
办，便民惠警”目标，加强应用创
新，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推动
公安政务服务整体联动全程在线，

开设了户政、治安、交警、网安、监
所、出入境、法制等 11类 418项服
务，实现了户政办理、监管会见、交
通出行、出国出境等公安机关服务
事项的网上咨询、网上预约、网上
办理，在线审核。让数据多“走
路”、让群众少跑腿，形成“网上服
务大厅”。同时开展了“预审+预
约”办理模式，确需线下办理业务
的，群众可以通过“云服务”网上预
审资料，预约时间，大大提高了办

事效率，节约了群众办事成本，真
正做到了“屏幕上的民生”和“键盘
上的警务”。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
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同时在线下，各派出所开启了
“全窗式”服务综合警务，群众在辖
区派出所便民服务窗口即可实现
公安业务办理，实现网上网下一体
化服务，全力打造“一岗多能、一网
通办、一套标准”的公安服务品牌，
让“最多跑一次”触手可及。

其它云功能分别是“云天网”
“云反诈”“云举报”“云报警”“云普
法”。“目前，‘云端警务’已逐渐融
入到镇坪人民的生活中，更多的群
众愿意在线上与民警沟通交流，办
理业务。下一步，镇坪县公安局将
依托‘云端警务’开发更多的网上
服务功能，方便群众办事。镇坪公
安还即将推出‘云监管’功能，请广
大群众拭目以待。”镇坪县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铜川讯（罗速速吕蒙女
记者王锋）在铜川市王益区七一
路街道建乐社区，活跃着这样
一支特殊的家政服务队，只要
群众有需要，无论何时，他们随
叫随到。辖区居民提起这支服
务队，大家都打心眼里夸赞，服
务队不仅解了群众难题，还暖
了群众心窝。

据建乐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付红红介绍，今年以
来，七一路街道建乐社区党委
积极开展“红色引领”服务活
动，建立了由社区“两委”+党
员志愿者+辖区下岗失业人员
组成的红色家政服务队，构建
形成“10分钟家庭服务圈”。

建乐社区虎头山四处一号
楼独居老人姚大爷常年患病，连
最基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近

日，在付红红的带领下，红色家政
服务队来到姚大爷家里。经过几
个小时的忙碌，屋子窗明几净、焕
然一新。队员们还为他做好了香
喷喷的饭菜。看着这一切，姚大
爷紧紧握着红色家政服务工作人
员的手说：“孩子们，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

付红红告诉记者，建乐社区
下一步将成立以社区居委会主导
的红色家政服务公司，有家政服
务需求的家庭由专职人员进行对
接，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工作
就业机会。还可以针对特殊人群
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如为辖区独
居、贫困、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免费
提供居室整理、卫生清扫、理发、
维修等，从而实现能为群众提供
多样化、综合性、常态化的家政服
务的目标。

本报讯（杨永成记者吴昌永）
南郑北邻汉江，南依巴山，是川陕
革命老区，全区总面积 2809平方
公里，山区占 65%，总人口 57.7
万。经过“十二五”“十三五”期间
连续十年努力，该区累计建设移民
搬迁集中安置点 141个，搬迁安置
群众 18630户 41656人；建设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 79个，搬迁安置
群众4622户11230人。

十年来，南郑区突出避灾避险
主题，坚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至
上，重点实施地质、洪涝避灾搬迁，
共搬迁安置群众9978户29881人，
占搬迁群众数的 53.6%；已搬迁群
众从“隔山为邻、十里同村”偏远危
险的深山区搬到了基础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便捷的新型社区，群众彻
底远离了“灾害源”，住上了放心的

“安全房”。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

退出要求，累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减贫4622户11230人，全部实现了
住房安全达标，为共同迈进全面小
康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通过避
灾生态搬迁和易地扶贫移民搬迁，
极大地改善了搬迁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使其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通过完善基础配套和公共服
务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搬迁群众融
入度，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
住、逐步能致富”的总体目标。此
外，通过十年搬迁，新进城入镇搬

迁群众近 3万人，为城镇化率贡献
了近 5个百分点，进一步拉大了城
区、中心镇的城镇骨架，提升了城
市品位。

在规划建设方面，南郑区统筹
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资源
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优先考虑有
发展潜力、就业能力、居住安全且
基础公共服务业设施基础较好的
城镇、工农业产业园区和中心村，
坚持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
按照“建房、配套、产业”三个规划
提前一起编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

“四避开、四靠近、四达到”的工作
理念，实现了科学规划，合理建设
安置点的目标。

在规范管理方面，一是严把
项目建设关，严格执行项目建设
基本程序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
制、合同制、监理制要求，确保工
程质量安全，让搬迁群众住上

“安全房”“放心房”。二是严把
资金补助标准，严格文件精神，
始终按照上级要求严把补助标
准，确保搬迁群众足额享受政策
补助。三是严把资金拨付流程，

严格执行移民搬迁资金管理办
法，切实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
用、专项管理，确保了资金闭环
管理，安全高效发挥效益。

下一步，南郑区将按照省、市
“1+7”后续扶持政策要求和区级相
关部门的职责分工，积极利用乡村
振兴的有利契机，因地制宜配建社
区工厂、帮扶基地，加大安置点配
套产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
培育一批适生企业落户安置点社
区工厂，进一步引导搬迁群众就近
就业，增加收入，安心生活。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近期为深入
推动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新城
区走深走实，西安市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支队新城大队联合公安新城分局
治安管理大队对辖区食品、保健食
品、医疗器械会销场所开展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执法大队联
合公安治安管理大队，并抽调局机关
信用监管科、价竞科、信息中心负责人
及骨干力量运用电子科技手段取证，
从价格、欺诈、反不正当竞争、产品质
量、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入手，采取错
峰执法，对欺诈老年人违法行为全方
位打击。

严查经营户的食品、保健食品、医
疗器械购销票据台账，核查在售食品与
进货票据载明的品名、厂址、生产日期
是否一致，“以票控源、以票保质”，确保
在售食品来源合法、渠道合法、质量可
靠；同时，严查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
械是否有夸大虚假、疾病预防治疗等违
法宣传；检查是否存在通过传销、违规
直销等方式销售食品、保健食品、医疗
器械的行为；针对食品、保健食品、医疗
器械店提供保健服务，尤其是老年人艾
灸服务等情况，进行疫情防控检查。

通过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发现和处
理一批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会销
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其中3家企业
立案调查。下一步，西安市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支队新城大队将继续加大整治
力度，帮老年人提高防诈骗“免疫力”。

本报讯（记者 薛保华）
兴平市汤坊镇以产业发展为
突破口，辖区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辐射，多渠道增加农民
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受到村
民的称赞。

汤坊镇耕地面积 3.1万
亩，土壤肥沃，灌溉方便，非
常适合辣椒、大蒜等蔬菜的
种植，素有“关中白菜心”“平
原粮仓和“辣蒜之乡”的美
誉，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辣椒、大蒜兴平主产区，年种
植优质辣椒、大蒜近 7000
亩。近年来，汤坊镇紧紧围
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条主
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
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现已建
成南部沿清河万亩优质蔬菜

种植基地。同时，依托渭河
沿线河滩地正在规划建设占
地 8000亩的汤坊镇产业振
兴示范园；中部沿西宝高速
两侧万亩绿色、高质、高效现
代粮食种植基地；北部 344
国道沿线 4000亩花卉苗木、
猕猴桃种植基地；以及以王
堡村为核心的辣椒加工、产
研、仓储、物流产业基地，该
镇尤其以“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植基地+种植户”生产经营
体系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推动一三三产业融合发
展。

目前，汤坊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万
元以上，许多农民在家门口
打工也能赚到钱。

西乡学生陈代刚
获中职国家奖学金

本报汉中讯（李倩 杨文建 记者
陈卫平）日前，西乡县职业技术高中
2019级茶旅班学生陈代刚喜获中职国
家奖学金。

陈代刚同学出生在山区农村经济
困难家庭，在西乡职中就读期间，他刻
苦学习文化知识，孜孜不倦钻研专业
技能，取得优异成绩，多次获得学校

“茶艺技能比武优秀奖”“优秀学生”等
荣誉称号，2020年 10月荣获陕西省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手工制茶项
目二等奖。

中职国家奖学金项目主要用于奖
励中等职业学校表现特别优秀的在校
学生。被推荐的学生采取逐层上报审
核，教育部审定并颁发获奖证书及奖
励金。中职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
生每年6000元。

2019年至今，西乡县共有 5名中
职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汉中口腔医院
举办科普展评活动

本报汉中讯（通讯员 李媛 记者
陈立英）为促进口腔科普知识的传播与
普及，5月 10日，汉中市口腔医院在该
院七楼学术厅举行口腔科普展评活
动。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张敏出席并致
辞，党总支委员、副院长孙烨宣读表彰
决定，党总支委员、副院长胡亚利宣读
获奖名单，护理部主任李媛主持活动并
作工作总结，各科室负责人及全院护理
人员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多种参赛形式，普
及口腔健康知识，弘扬护理医者情怀，
守望生命的神圣。活动表彰科普演讲
展评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团队及评选出
的优质护理先进科室、最美抗疫护士、
优秀护士。汉中市口腔医院护理人将
继续秉承职业精神，守护职业初心，将
南丁格尔精神传承，为汉中口腔健康事
业作出贡献。

远离“灾害源”住上“放心房”
汉中南郑已搬迁安置群众4万余人

整治养老诈骗
新城区开展专项行动

镇坪公安“云端警务”上线
11类418项服务可手机办理

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便捷的李家营新型安置社区

兴平汤坊镇
四大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铜川王益区
活跃着一支红色家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