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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下午，几经辗转，记者
终于在西安排水集团北郊分公司见
到了该公司生产运营科科长刘永
立。长期户外工作的他皮肤黝黑，
话语间充满着对工作的熟络和笃

定。“黑牛”是同事们对刘永立的爱
称，也是对他勤勤恳恳工作的肯
定。他参加工作15年，从最初的市
政设施管理局到如今的排水集团，
挑重担于身、视公司为家，默默地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抛洒着汗水。

只要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

2020年 12月，刘永立从市政
设施管理局“转战”到西安排水集
团北郊分公司。只要是金子，在哪
里都会发光。“来到北郊分公司后，
我发现处理工单消耗了一定的人
力和时间，于是对工单处理进行了
调整，优化养护频次，加强了处理
力度，使可能引起投诉的隐患在日
常维护中得到解决。”

北郊处于管网末端，西安城区
大面积雨污水最终都会汇集到北

郊，加上该区域多沙的地下土壤结
构，更容易造成地面塌陷。“去年在
防汛最关键时期，我半夜接到了路
面塌陷的电话，顿时睡意全无，匆
忙穿衣服赶去现场。第一时间对
现场进行围拦，再查看是否有人员
和车辆陷入，随后调度下井队、检
测班、疏通组对现场管网进行检测
和排查，那一刻真的是争分夺秒。”
谈起工作，刘永立似乎总是充满激
情。“每当看到退去的积水和畅通
的道路，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
很值得，再多的辛苦也无所谓。”

只要有他在
我们心里就踏实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
任。去年 8月 21日晚上，西安突
降暴雨，每小时降雨量达到了 70
毫米。刘永立负责的红旗东路出

现大面积积水，积水深度超过 1
米，积水面积近 2000多平方米，对
行人车辆通行安全造成了直接威
胁。为确保行人车辆安全，刘永
立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采取二级防护，安排摆放隔离
护栏，开启电子指示屏，指定专人
进行通行引导，设置挡水板减少
积水面积，在下游增加强排设备，
通过措施，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
可正常通行车道，解决了群众出
行安全。

刘永立的同事、公司办公室主
任孙茜告诉记者：“每到汛期，刘科
长基本就住在单位，只要有他在，
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

本报记者艾莉王保强

近日，79岁的李春成轻轻拧
开自家院子里的水龙头，看着哗
啦哗啦往桶里流的清澈的自来
水，心里直乐呵。“真没想到，困
扰了村上多少年的自来水问题
终于解决了，太不容易了。”李春
成笑着说。

李春成所在的村子名叫东坡
村，位于洛川县城南31公里304省
道公路沿线的槐柏镇，由桃坡村和
东头村两个自然村于 2015年合并
而成，全村共有 306户 1147人，该
村地处黄土高原沟壑茆梁区，水资
源非常稀缺。再加上村上苹果产
业快速发展，目前已有 3460多亩

挂果苹果果园，同时一个私营养猪
企业也落户到了村上。用水特别
巨大，不少村民开始“买水”解决饮
水之困。

“可以说，水曾严重制约了我
们村的发展，制约了我们致富奔小
康的步伐。”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敏
告诉记者。

面对群众期盼，百姓呼声。槐
柏镇东坡村的结对帮扶单位，建行
延安分行和所辖洛川县支行及派
驻干部积极同“村两委”、驻地政府
沟通，研究将“东坡村新机井项目”
确定为 2021年度建行重点乡村振
兴捐赠项目，协调各方力量，最终

促成项目审批落地。
该村第一书记告诉记者，该项

目总投资30余万元，设计井深300
米，日出水量 150立方米，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开钻，11 月 5 日竣
工。其中建行延安分行争取乡村
振兴帮扶资金 25万元，延安市水
务局补贴6.79万元。

“今年 3月，东坡村新机井正
式通水，彻底改变了村里用水现
状，满足了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需
求，解决了村民的大问题，所以，我
们全村人特别感谢帮扶单位，感谢
建行延安分行。”李新敏高兴地说。

那么，现今村上是如何管理水

的，和以前相比方便吗？
作为村上管理机井 18年的管

理人员，李忠虎对放水、维修、换阀
门、收水费等管理机井工作做到了
门儿清。

李忠虎指着水塔里的水对记
者说：“你看这个水塔里的水多旺
多干净！”

“现在只要村上要水，我是
随叫随到、随时放水，满足大家
的用水需求，再也不用担心水不
够用了！”李忠虎憨厚的脸上，露
出了笑容。

乔建虎李尚官
本报记者崔亚樵

东坡村村民吃上了放心水
——建行延安分行帮扶洛川县建设饮水工程小记

今年以来，勉县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聚焦“蓝天、碧水、净
土、青山”四大保卫战，紧紧围绕
提升气、巩固水、治理土、防风险、
强生态等工作，持之以恒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县域环境质量稳
步提升，切实筑牢汉江源头重要
生态屏障，努力推动在绿色发展
上迈出新步伐。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今年起，县上建立了禁燃区居
民能源类型及消耗量排查清单，推
广洁净煤2004.23吨。开展“清炉”
行动，清理取缔各类燃煤炉灶 59
个。累计抽检各类煤炭 132 批
次。强化移动源治理，开展机动车

路查路检 37次，检查车辆 3000余
辆，处罚 8起。开展非道路移动机
械专项执法，检查各类机械 254
辆，尾气抽检31辆。

继续巩固碧水保卫战

制订并印发《勉县碧水保卫战
2022年工作方案》，深入开展沿江
重点镇污水处理厂规范运行检查
调度、县域内 61个入河排污口调
查监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执法评
估、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涉水
企业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等专
项行动，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对
新建工业项目，全面禁止新建排污
口，废水实行“零”排放，确保县域
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严格落实“土十条”，督促7家土
壤污染重点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土
壤自行监测，建立地块信息共享机
制。对2019年1月1日《土壤污染防
治法》实施以来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的地块进行核实，筛选建设用地
地块15家，建立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名录，督促相关土地使用权
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稳步开展青山保卫战

严格执行《秦岭保护条例》，扎
实开展秦巴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
法和“绿盾”自然保护区整治行动，
对全县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情况进

行“回头看”。印发了《勉县“绿盾
2020”自然保护地和秦岭区域遥感
监测点位调研督导反馈问题整改
方案》，完成了上级反馈 2个问题
的整改工作，并通过市级现场验收
销号，完善并形成了全县生态保护
红线初步成果。

上半年，县域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173天，同比增加4天，空气质
量六项指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境
内汉江水质稳定保持Ⅱ类标准，全
县优良水体占比100%，年底前有望
成功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实实在在
的行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
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陈新疆本报记者吴昌永

聚焦生态环境四大保卫战
勉县推进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

本报讯（记者王保强）记者了解到，
近期，省水利厅以强化责任落实为前
提，明确了水利信息主动公开具体内容
和责任分工；以健全规章制度为基础，
制订了《陕西省水利厅政府信息发布机
制》和《陕西省水利厅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制度》等
5项制度，编印了省水利厅《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手册》。

省水利厅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及时主动公开水利政策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并加以解读；以回应关注关切
为重点，按照“统一接收、分工承办、办
理反馈、及时回访”的流程，在省水利厅
门户网站设立申请公开窗口；以方便群
众办事为抓手，梳理水利涉民承诺事项
70项，明确办理流程、时限，为公民、法
人办事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捷。

省水利厅
加强政务公开工作

本报宝鸡讯（乔敏记者左婷）
7月27日，宝鸡市渭滨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在贵阳举办的全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培训班上，
向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的参会人
员全面推介了持续探索、接续创新
的社保工作“渭滨模式”。

据悉，从“渭滨经验”的形成到

“渭滨模式”的推广，这已是渭滨区
人社局连续五次向全国同行推介
渭滨工作，“渭滨社保”在全国创下
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渭滨区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率先实施了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被

征地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
城乡统一、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贡献了“渭滨智慧”。积
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路径，拓宽
了筹资渠道、增加了群众个人账
户积累、提高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保障能力，为改变城乡

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区财政筹
集资金大幅提标，将辖区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提高 26%，平均养
老金达到了每人每月 227.7元，待
遇保障水平位居全市第一、全省
前列，切实增强了城乡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宝鸡“渭滨社保”金字招牌叫响全国

本报渭南讯（王海荣 记者 张军建）
8月2日至3日，渭南市公安局在省公安
特警实战训练基地开展全市公安巡特
警区域拉动实战汇报演练。

8月 3日，来自全市 12支公安巡特
警队伍的280余名警力，紧紧围绕“一切
围绕实战，一切为了实战”的工作理念，
针对狙击步枪应用射击、警用摩托车特
种驾驶、特警枪械战术、最小作战单元
红蓝对抗等 7个科目，开展了警情实战
处置演练，整场科目演练组织严密、指
挥有力、贴近实战，巡特警队员面对各
种复杂情况，做到反应迅速、判断准确，
快速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展现出
全体公安巡特警训练有素、作风过硬的
良好形象，进一步检验和锻炼了队伍。

渭南公安
开展实战汇报演练

本报安康讯(万宏伟 记者 吴琛)记
者获悉，汉滨公安分局近日成功打掉养老
诈骗犯罪团伙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今年以来，汉滨辖区陆续发生以假
冒古董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接
到报案后，分局迅速抽调刑侦大队民警
成立专案组展开核查调查工作，初步查
明系列诈骗案件系2个犯罪团伙所为。

7月 28日，办案民警先后将犯罪嫌
疑人杨某某、屈某某等7人抓获归案。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屈某某等7人
对其自 2022年 3月以来，先后在汉滨城
区、五里镇、高新区等地使用材质不明的
令牌和小碗等冒充古董向老年人群体实
施诈骗作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汉滨公安
打掉2个诈骗团伙

本报宝鸡讯（记者左婷）记者获悉，
2022宝鸡（青岛）啤酒音乐美食节将于8
月6日晚开幕。此次美食节将集啤酒、美
食、文化、旅游等多种元素为一体，为广大
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啤酒美食狂欢节。

本届啤酒音乐美食节以“清凉一夏
乐享生活”为主题，由宝鸡市人民政府
主办，通过市县（区）联动、一主多点，
主、分会场互动形式，开展文、商、旅、体
融合系列活动。主会场设中华石鼓园，
8月12日晚闭幕，为期7天。

期间，宝鸡市商务局、市文化旅游
局将联动全市限上餐饮企业、各旅游景
区同期开展餐饮、汽车促销、电子消费
券发放和宝鸡惠民旅游年卡发放、暑期
旅游精品线路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文
商旅消费深度融合。

宝鸡
啤酒音乐美食节来了

刘永立：付出再多都值得

行动践初心最美排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