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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洛南县第五小学今年9月投用伊始，学校坚持“童心教育”的办学理念，集全校
老师智慧，创作了《五小文明歌》，通过各种唱诵活动，积极开展“八个文明”德育教
育。图为11月3日教师指导3名领唱学生进行练习。 （姜 毅 摄）

①11月3日，柞水县红岩寺中学组织七年级学生在盘龙寺药材基地开展劳动实
践活动。带队老师为学生讲解了连翘相关知识，学生们热情高涨，分工协作清理了基
地的杂草和垃圾。此次活动增长了学生的劳动知识，培养了他们尊重劳动、热爱劳
动、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意识。 （记者 王 倩 摄）

③11月1日，丹凤县竹林关镇丹水小学的学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爱心图书阅览
室内上阅读课。据了解，爱心阅览室由中国社科院出资15万元捐建，于10月11日正
式投入使用，拥有4000多本图书，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 （宋雨萌 摄）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809号）、《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调整陕西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
〔2021〕1643号）和《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榆林电网
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642号）有
关要求，我公司就代理购电服务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2021年10月22日取消工
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即日起，选择
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可通过陕西省电力交易平台
（http：//pmos.sn.sgcc.com.cn）进行市场注册，按照市场价格向
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进行购电。

2.暂未选择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也未与我公司签订
代理购电相关合同的工商业用户，遵照政府文件要求，自2021年
12月1日起由我公司代理购电，执行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我公
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季
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3.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输配电价（含线损及
政策性交叉补贴）、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代理购电价格

由我公司代理用户参与市场交易形成；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拥有
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用户、高耗能用户，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
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参与市场交易，仍按原目录销售电价
水平执行的用户）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用
户，代理购电价格按普通代理用户的1.5倍执行。

4.对于选择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即日起可在网
上国网App、供电营业厅等渠道，签订代理购电相关合同。

5.我公司将于每月底前3日通过网上国网App、供电营业厅
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次月的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等相关购电信息。

6.原执行目录销售电价的工商业用户，在2021年12月1日
前，继续按照《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陕西电网2020-
2022年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0〕1639号）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榆林电网2020-2022年输配电
价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0〕1640号）规定的工商业
目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

我公司将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全力以赴
做好供电优质服务。广大用户如有问题请咨询95598电话、网上
国网App在线客服或当地供电营业厅。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国网陕西省供电公司关于开展代理

购 电 服 务 有 关 事 项 的 公 告
商洛市金凤新区建设项目是我市确定实施的重点项目

之一，目前土地征收工作已全面完成，为保障项目建设快速
推进，经研究决定，在2021年11月18日前对金鸡塬西塬东
至沟槽未征地界畔以西，西至郭村地界以东，环城北路以南
至村庄；金鸡塬东塬水泥路东至307省道坡脚，西至东塬水
泥路以东，南至村庄界畔，北至张坡未征地界畔范围内的坟
墓向付村新建公墓安置点迁移，请征收范围内坟墓所有人
务必于2021年11月12日前到城关办事处张坡社区、窑头
社区确认登记，逾期按无主坟对待或视为自动放弃。

金鸡塬西塬范围内联系人：张先生 18991417111
董先生 13509141356

确认登记地点：张坡社区
金鸡塬东塬水泥路东范围内联系人：
吴先生 18109143658
崔先生 18992469969
确认登记地点：窑头社区

商洛市金凤新区征地拆迁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

公 告

●陕西省山阳县城关镇西关居委会五组210号
孔庆华的房产证丢失，房屋坐落于山阳县翠屏小区
后 排 ，产 权 证 号 为 20090501006919，面 积 为
5071.3m2，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城关镇西关居委会三组146号李
玉双的房产证丢失，房屋坐落于山阳县朱家垣组丰阳
花园6号楼1单元302，面积为89.82m2，产权证号为
20130072010959，声明作废。

●柞水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会委员会的开户许可
证丢失，账号为26835401040006950，开户行为中国
农业银行柞水县支行，核准号为J8037000048102，声
明作废。

●陕西省洛南县城关镇皮娟娟的房产证丢失，房
屋坐落于洛南县城河滨北路商运司西侧，证号为产权
证第3620号，建筑面积为164.51m2，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育才路育才新家园3号楼
西单元301号越纤茜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H610046633，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朱嘉佑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编号为M610545890，声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 (杨 斌 夏雯雯)“我们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主要采用网格化管理，为每名村干部定职责、定任务、定考
核，并和绩效工资挂钩……”近日，洛南县古城镇草店村党支
部书记罗根朝为该镇寺坡片区党支部书记分享环境卫生整
治经验，其他村党支部书记就如何抓好辖区内环境卫生互相
学习、取长补短。古城镇党委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目标要求，强化组织引领，建立村村联
合联动机制，共同促进乡村振兴。

按照“强带弱”的原则，古城镇以村村援建、村社联建、村
企共建为依托，全镇“1+1”支部联建22对，各党支部在工作中
相互借鉴，共破发展难题。组建党组织书记“智囊团”、离任村
干部“治村顾问团”、妇女“巾帼团”、经济发展“顾问团”4个团，
优选23名会抓党建、会抓产业、会抓发展、会抓治理、会抓服务
的“五会能人”，建立学习、帮带、评比、交流、激励五项制度，发
挥排头兵和骨干作用。大力推行“党支部+企业(专业合作
社)+产业+贫困户”模式，在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持续带动
贫困人口加入经济组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
益。创新治理手段，实行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建
立完善村“两委”联席会议、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
全镇21个行政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开展法制宣讲600多
场次，整治“三堆三乱”1200多处，1000多名党员带头推动移
风易俗，高价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
遏制。近年来，全镇创建全国文明村1个、省级文明村1个、市
级文明村2个。

古城镇联动谋发展

本报讯 (宋雨萌)近日，由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2020年度商洛新闻
奖评选结果揭晓，评出获奖作品61件，
其中一等奖12件、二等奖16件、三等奖
33件，本报9件作品获奖。

本次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共收到新
闻单位推荐的文字通讯、广播消息、
电视专题等新闻作品139件。经评委
会审查，本报选送的《商洛市区悄然
兴起“光盘宴”》《和煦春风满商洛》
《用爱托起生命之重》《四位民警的50
小时》，洛南县委宣传部选送的《“开
往春天的列车！”——洛南定制专列
送951名务工人员赴浙江等地返岗就
业》，商洛广播电视台选送的《我市成
功治愈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等作品荣
获一等奖。这些作品主题深刻、事实
准确、文风生动、表现新颖、制作精
良，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和较强的思
想性、引导性，稿件发表或播出后，在
社会上产生较好反响。

商洛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希望，全市
新闻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指示精神，遵
循新闻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努力增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奋力开
创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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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善峰)近日，为了做好今冬明春森林火灾
预防工作，柞水采取“五级联防”措施，严防死守，杜绝森林
火灾发生。

林业管理部门加强护林员对重点地段和坟场的巡查，做
到森林防火早预防、早发现、早制止，将火灾隐患及时消除在
萌芽状态。各村采取严防死守等办法，强化“五类人”的监管
责任，做好火源管理。并通过防火宣传等措施，提高群众森
林火灾防范意识，做到野外不用火，见烟就查，见火就罚，杜
绝野外违规用火现象。各镇通过领导干部包抓村组“人盯
人”的形式，筑牢镇级村组森林火灾防控和扑救等责任。应
急、林业、公安、气象等部门建立火灾联防和火灾惩处等联动
机制，按照相关职责，扎实做好森林火灾隐患排查、监测预
警、形势研判、应急值守、巡查监管、火灾惩处等联动工作，做
到预防为先，有患必除。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应急联动
工作，建立镇村森林火灾扑救应急队伍，全面落实人防、物
防、技防等防火措施，不断提升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救援能
力，一旦发现火情，果断快速有效处置，做到森林火灾可防、
可控、可救。

柞水严防森林火灾

（上接1版）
在镇安县“‘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

总指挥部，工作人员朱杰视频连线云盖寺
镇岩湾村碾子沟片区片长李鑫，便可以看
到他的工作情况。“总指挥部，我正在片区
巡查，目前一切正常。”李鑫反馈。

“我们研发建立了大数据平台和联网
可视系统，开发了县、镇(部门)、村、组、片
‘掌上通’App。”朱杰介绍，“平台接入八
大领域涉及的所有部门数据，实现信息数
据共享，也将全县所有户籍人口、地理基础
信息以及各级指挥机构人员和所有片长信
息全部录入，便于指挥调度。”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监测，镇安县可以做
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线上，主
要通过“掌上通”App、微信群、无人机和手
持摄像机监测发现问题，县总指挥部、镇办
指挥部(8个部门专项指挥部)、村(社区)指挥
所及时会商研判、发布指令；在线下，制作

《片长口袋书》，片长每天巡查监测，针对片
区网络无法覆盖、突发状况信号中断等情
况，及时填写巡查记录、上报各类问题。

“我们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了一网
联通、一体监测、一键指挥，让管理扁平化，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镇安县委副
书记吴春亮说。

整合资源整合资源
实现机制运行长效化实现机制运行长效化

如何使“‘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
制长久有效地运行？

镇安县整合资源，给专职片长每人每
年补助1200元，兼职片长在保持原有岗位
补助不变的基础上，兼职5项以下的每年
增加补助300元、5项及以上的每年增加
补助600元。同时，该县在每个村(社区)
设立社会治理爱心超市，每季度根据片长

工作实绩量化积分，给予实物奖励。
“兼职片长后，我每年又增加补助600

元。我一定担起这份责任，不辜负大家对
我的信任。”汪家娥信心满满地说。

在调动片长积极性的同时，镇安县进
一步整合县、镇力量，确保各类问题及时有
效解决。

“我们设立24小时问题受理中心，整
合‘六办三站一中心’等力量，成立8支服
务队，及时传达上级要求，解决片区、村组
反映的问题，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担。”回
龙镇党委书记倪静介绍。

镇安县“‘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总
指挥部下设“一中心两室八部”，整合综治、
应急等部门业务技术人员力量，处理指挥
中心交办、行业部门转办、镇办上报问题；
整合147名行业部门专家建立人才库，随
时为会商、研判、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整合
38个服务队，随时参与政策宣传、应急处

突等志愿服务。
如今，商洛在镇安县试点推广的基础

上，探索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
“1844”机制，即围绕“治理方式扁平化、联
系群众零距离、激活社会微细胞、智慧赋能
高效率”一条主线，聚焦“政策宣传、防汛救
灾、返贫监测、矛盾调处、治安联防、护林防
火、风险防控、秦岭保护”八大领域，创新
“划片管理、一人多岗、平台运行、系统调
度”四条路径，实现“共同管理、共同治理、
共同缔造、共同幸福”四大目标。

科学整合配置“人力、信息、资金”等资
源要素；贯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直
达渠道；探索创造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
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在商洛，通
过“‘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群众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能力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高。

本报讯 (代绪刚 姬长水)“社保缴
费系统打通了税务与社保部门的联系，我
们缴纳社保费就更便捷了，从核定、申报
到缴款都在网上办，10分钟就能办完，真
是省时又省力，真心为税务部门的高效服
务点赞。”11月3日，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人员张女士在线上办理社保
缴费业务后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商南县税务局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社保缴费“往返
跑”问题列入便民办实事清单，密切联系社
保部门，升级信息交换系统，推进社保缴费
数据实时传递和共享，拓展缴费服务方式、

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推广应用单位社保费管
理客户端，实现网上办理缴费。推广陕西税
务公众号、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多种方
式办理缴费业务，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实现掌
上办理缴费。便捷、多样的缴费方式受到企
业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认可。

当前正值2022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集中征缴期，商南县税务部门持续开展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活动，成立服
务队，开通宣传车，进村入户开展缴费标
准、相关待遇、缴费方式等政策的宣传辅
导，大力推广社保费网上缴费应用，切实
把实事办到实处。

本报讯 (石 涛)“这次城投公司给
我们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晚上再也不
用黑灯瞎火地走路了。”近日，山阳县南
宽坪镇窑沟口村村民在新装的路灯下喜
悦地说道。

日前，山阳县城投公司驻南宽坪镇
窑沟口村工作队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扎实落实市、县“两边
一补齐”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帮扶联系月活动，从切实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为窑
沟口村5公里通村道路安装120多盏路
灯。为了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驻村

工作队会同村委会，组织村民共同商议
选择路灯安装地点，做到满足生活需要
但不浪费。驻村工作队带领村里的党
员干部连续奋战多日，辖区金钱河沿线
道路终于有了太阳能路灯，路灯安装调
试工作于 10月底全部完成。随着路灯
的亮起，村民们高兴地说：“有了路灯，
我们晚饭后有了散步的地方，我们的村
庄更美了！”

今年以来，南宽坪镇党委、政府凝聚
“四支队伍”力量，持续改善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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