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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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田先生反映：孩子小
升初“摇号”摇到了西安市周至
县育英学校，但是去报名的时
候学校不给报。

请西安市周至县教育和科
学技术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先生反映：2017年，
自己和陕西女皇实业有限公司
签了购买商铺的合同。后来得
知该单位违建，便与其签订了
退款合同，合同承诺一年之内
分 5期还清本金，但还了 2期
后就没再给钱了，每次去要都
推诿着不给，至今还欠自己 9
万元。

请咸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李女士反映：自己
在网上看到一文眉品牌艾妍
赫，宣传 398 元，客服说线下

店在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
京都国际（实际店名璟美国
际）。 7 月 18 日去店里之后
工作人员引导自己消费了
2310 元，还把眉毛文坏了。
自己与店家协商，对方承诺
半个月后重新给自己文，8月
1日第二次处理时，发现该店
又将店名改成了型色美学，
第二次文眉又文坏了，眉毛
上全是血痂。现在自己没办
法出门，要求退钱加赔偿，但
协商无果。

请西安市灞桥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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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晴悦整理

8月 5日，由柞水县委宣传部、三
秦都市报社、柞水县委党校、柞水县融
媒体中心联合举办的 2022年柞水县
新闻宣传培训班开班。三秦都市报社
社长高敬毅，柞水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陈晓琴出席开班
仪式。

陈晓琴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并作培
训动员，她要求现场学员通过这次培
训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强化新媒体意
识，打牢理论基础，强化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工作方式方法，主动提高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切切实实提高新闻宣传业务水平。
“今年 7月 28日，省委网信办发

文，认定三秦网为陕西省重点新闻网
站。三秦网已跻身陕西省五大重点
新闻网站。”高敬毅在开班仪式上介
绍三秦都市报的发展成绩。他说，

“近年来，三秦都市报社坚持政治家
办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实行精细化管理，着力
提升核心竞争力，千方百计适应和满
足新媒体时代和市场新变化，报网一
体化发展，全媒体整合营销，各项工
作稳健向前推进。融媒体发展独树

一帜，广告经营稳中有进，市场份额
较大提升。报纸质量日益提高，赢得
读者和用户普遍赞誉和高度好评。”

为期一天的新闻宣传培训邀请
了专业记者、大学教授围绕新闻写作
的方法与技巧、短视频制作经验分
享、新闻摄影、网络运营进行授课。
在上午的培训中，授课讲师围绕新闻
学理论、采访与写作技巧、摄影拍摄
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全面系统
剖析了新闻写作、照片拍摄的注意事
项，同时就学员工作中遇到的瓶颈、
问题，用具体实例进行分析讲述，为
参训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碰撞”和“头
脑风暴”。下午的培训中，短视频和
网络授课讲师以专业的视角、鲜活生
动的案例进行讲解，指导学员如何从
叙述故事化、技术创新化、内容可视
化等方面把“有意义”变得“有意思”。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
这次培训班课程安排紧扣学员工作
实际，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将以此次
培训为契机，积极拓宽知识边界，悟
出新门道、练就真功夫，力争成为宣
传战线的“多面手”，为提升柞水的影
响力和美誉度添砖加瓦。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赵勇王晓峰

“警察同志，求你帮帮忙，我和
老师都没有办法了，只能来求助你
们了……”今年中考前期，刘女士的
儿子因为沉迷于网络游戏，在多方
劝说无果后，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找到碑林公安太白路派出所民警。
昨日，孩子家长特意向太白路派出
所送来了印有“人民好警察 全心为
人民”的锦旗，以表对民警贾亚丰帮
助其解决“育儿”难题的感激之情，
并将网游差点毁了孩子的经历，通
过三秦都市报965369热线给家长们
提个醒。

中考前沉迷网络游戏

“我娃每天都在打游戏，根本无
心学习，自己和老师都教育劝导过，
但因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什么话都
听不进去，实在是“计穷力竭”，着急
也没有办法。”刘女士说，网络游戏里
的虚拟世界新奇和爆点，往往让人着
迷，成年人尚且不易逃离，很多还在
上学的孩子更是沉迷其中。

刘女士坦言，孩子的同学中，有
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很

多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甚至出
现家庭矛盾，却也是无能为力。刘
女士说，向民警求助时，是面临中考
关键时期，处于病急乱投医的心理，
尝试着向辖区派出所民警求助，想
通过民警的劝说以及对法律知识的
解读，尽快让孩子找回学习的动力
和状态。

民警正确引导考出优异成绩

8月5日，记者从社区民警贾亚丰
处了解到，他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探
访，并在中考前多次耐心地引导教育，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讲述现实中
发生的真实事例，让孩子意识到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危害，认识到了
自己对父母、老师态度上的错误。

通过贾亚丰与孩子的沟通，孩
子感到十分懊悔，并答应今后自省
自律，专注学业，争取以优异的成绩
回报家长和社会的期待。后来，在
民警的帮助和劝导下，孩子顺利完
成中考关键节点的考试，并在几个
月的观察中，刘女士发现孩子的确
不再玩游戏了。

“我也是一个父亲，也经历过孩
子各阶段的教育，对教育要讲究方
式方法深有体会，这个年龄的孩子
自尊心强，家长要适当鼓励，少一些
说教，多一些积极沟通和正面引
导。”贾亚丰劝导孩子家长说。

8月5日，民警贾亚丰结合“百万
警进千万家”活动，再次入户走访了
解孩子的近况。在得知孩子已经戒
掉了游戏网瘾，此次中考考出了优
异成绩后，贾亚丰和家长都欣慰地
笑了。

本报记者葛兰实习生赵翌辰

市民杨先生反映：自己在西新街
的 666手机店买了部小米手机，6月
份开始出现死机现象，7月死机更加
频繁，甚至一天三次以上，中间找售
后刷了一次机，但没解决问题，之后
直接无法开机，截止现在已经两周
了，售后客服、商家都推脱不管，自己
不知道该找谁，希望关注。

帮忙过程：8月 3日，三秦都市报
记者就此联系杨先生得知，售后客
服则让他耐心等待，迟迟没有给出
处理方案。

8月 4日，三秦都市报以“热线实

录”的形式将其反映的问题刊登，提请
相关管理部门——西安市新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实调查，并于当天及时
将具体信息反馈给了该局，引起重视。

8月 5日上午，新城区市场监管
局回复本报称，接到相关投诉后，西
一路市场监督管理所分别与投诉人
杨先生及被投诉人666手机维修部和
小米客服取得了联系，依据《移动电
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小米客服与投诉人杨先生协商，最终
达成返厂更换新机的一致意见，投诉
人表示满意。

帮忙结果：杨先生随后向记者确
认，小米售后已经同意为他更换新
机。“现在已经把我的旧手机拿走了，
说新机大约一周左右给我。”其连连
道谢，“太感谢你们和市场监管部门
的帮忙了，实实在在帮群众解决烦心
事。” 本报记者张晴悦

市民所购手机频繁死机
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帮换新机

965369 “小秦”帮忙

本报讯（通讯员 贺展展）
为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有效预防汛期各类安全事
故发生，近期，陕煤建设集团汉
中分公司各项目部闻“汛”而动，
早安排、早部署，多措并举撑起
雨季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保护
伞”。

针对雨季特点和施工生产
实际，陕煤建设集团汉中分公
司各项目部精心编制防汛应急
预案，不断细化落实安全生产
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与此同时，坚持“预”字

当先，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巡检
管理工作，对现场沟槽施工点、
基坑等涉水施工点等进行加固
防护和水害隐患排查，及时做
好防汛值班记录，确保汛期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各项目
部提升全员安全意识，筑牢安
全生产思想防线。不断创新安
全宣教方式，组织“雨季三防”
防汛演习，以练促防，进一步提
高应对汛期突发事件的组织协
调能力、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未雨绸缪筑牢汛期安全防范
大堤。

闻“汛”而动未雨绸缪
筑牢安全防范大堤

本报讯（记者 李佳 实习生
赵翌辰）8月 3日下午，交警雁塔
大队联合雁塔区小寨路街道丁
白路社区、公安雁塔分局小寨路
派出所等 5部门对丁白路停车
乱象进行了联合整治。记者了
解到，本次交通整治共劝离、告
知和处罚违停车辆 100余辆，纠
正和劝离人行道逆行及违停非
机动车 30余辆。

整治活动现场，各部门相
互配合，对违停车辆进行告

知、拖移和贴条处罚，并引导
市 民 群 众 规 范 文 明 停 放 车
辆。 据了解，雁塔区丁白路东
连含光路西接永松路，全长
280 米，宽 20 米，属机动车、非
机动车混行道路，该路段住宅
小区集中，沿街商铺众多，周
边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车辆
乱停乱放现象严重。此次整
治活动有效净化了丁白路道
路通行秩序，改善了该区域周
边市民出行环境。

多部门联合整治
丁白路停车乱象

本报讯（记者 成东丽）8月
3日下午，西安市社会科学院邀
请西安市三八红旗手、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陕西许
小平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
任李露律师开展《民法典》主题
讲座。

讲座中，李露以“《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重大变化及
对婚姻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为
主题，以鲜活生动的案例、通俗
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新旧法条的
对比，诠释了《民法典》中婚姻家
庭编及继承编的重大变化。参
与讲座的人员纷纷表示讲座内
容实用，收获良多。

2022年 8月 3日 16时许，在
西安市灞桥区灞柳西路广运大桥
往南 100米左右，灞河边有人溺
水，溺水者系男性，身高约 1.75
米，体型中等，40岁左右，短发，四
川口音，溺水时身着黑红相间短
裤，随身携带黑色背包，后经120
送往唐都医院抢救，于当日19时
30分许宣布死亡。请知情者与公
安浐灞分局广运潭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029-83626110。

2022年8月6日

寻尸主启事李露律师受邀
开展《民法典》讲座

练好“笔杆子”写出“好稿子”
柞水县为新闻宣传队伍“充电加油”

网游“迷住”孩子 家长报警求助

关爱未成年人拒绝不良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