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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川关镇位于山阳县东南 70 公里，地
处金钱河与靳家河汇合处，以地貌广大水域
宽阔而得名。战国时，是秦楚两国之边界，
秦楚分界碑今尚在。明清两代兴建的船
帮会馆、湖北会馆、武昌会馆、骡帮会馆、
双戏楼等建筑物今被列为保护文物。由
于南北文化互融、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交
汇，形成了以“和”为标志的秦楚文化。中
央电视台曾三进漫川关镇挖掘“和”文化，
让 地 方 曲 艺《漫 川 大 调》走 上 了 国 际 舞
台。图为漫川关镇老街一角。

（记者 杨 鑫 摄影报道）

商洛美丽小镇——漫川关镇
本报讯 (薛丹江)今年以来，丹凤交警以事故预防“减

量控大”为主线，以推动道路交通现代治理为目标，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以深化教育整顿、治理顽瘴痼疾、强化实战练
兵、锻造交警铁军为保障，全力稳定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积
极服务丹凤经济社会发展。

丹凤交警通过预防交通事故，整治道路秩序，清理
“马路市场”，向群众搞宣传、讲危害，并安装交通安全
提示牌，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贯穿工作始终。他们从群众利益出发，对全面禁
止大货车进入城区进行调整，明确时间、路段，允许大
货车在城区通行；倾听群众呼声，分析研判丹凤县道路
通行状况，将城区电子抓拍路段临时停放时间从5分钟
延长至8分钟；重视中小学生安全，提高“知危险、会避
险”的自我保护能力，城区12所学校设置了“护学岗”；
各镇公路沿线小学实施小黄帽路队制，为家长接送学
生安全，设置了等候区安全护栏；心系边远山区群众，
组织民警开展摩托车“送考下乡”便民服务，为群众节
省费用和时间；筹集2万元物资送到对接的武关镇梨园
村爱心超市，给群众带去方便和实惠。一件件为群众
办的实事，看得见、摸得着，受到了群众欢迎。

丹凤交警大队始终不放松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发送安全提示信息，配合路面违法整治
行动，在城区主干道、国省道事故多发路段、高速出入路
口、乡村主要出入口开展摩托车、面包车、客车、校车、危
化品运输车等车辆无牌无证、超员、超速、超载、酒驾醉
驾、未带安全头盔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5.3万起。1—10月道路交通事故四项
指数全面下降，没有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的事故，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良好。

思想是行动的保证。丹凤交警大队认真开展队伍
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以“学懂、弄通、做实”为目
标，大力整治队伍顽瘴痼疾，坚
持靶向治疗、精准惩治，将压力
传导到每位民警辅警，全力推动
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进一
步夯实“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
促业务”基础，队伍凝聚力和战
斗力不断提升。

丹凤交警倾力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代绪刚 刘晓丽)“这种培训形式好，讲的
都是最近急需学习的，对涉及的业务办理还进行了操作
演示，没有时间看直播的还能回放，又及时又贴心，真是
太赞了。”近日，商南县税务局第十期纳税人学堂线上开
讲，纳税服务股的业务骨干化身“税务主播”，对《契税法》
运行以来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重
点条款进行讲解，让大家真正能听得进去，学得明白，用
得容易。商南县海联建筑有限公司的会计张丽芳在谈到
直播学堂时这样说道。

此次线上纳税人学堂共吸引了200多人观看，税务主
播以政策解读、案例讲解、在线互动的方式直播讲解了契税
相关知识及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点对点”精准送达，确
保应享尽享，应享快享，让纳税人缴费人在屏幕前感受到税
务服务的温度。

商南县税务局线上宣讲是确保疫情期间服务不断档，
深入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今年以
来，该局立足行业实际，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紧密结合，累计开展政策宣讲13场，入户走访
352次，解决涉税难题85个，切实为纳税人缴费人纾困解
难，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税务干部线上为民解疑惑

“这段时间，农忙差不多结束了，晚上
请大家来，还跟以前一样，听听大家对开展
平安建设活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大
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0月27日，夜幕降
临，在丹凤县庾岭镇黄坪村三组，由村党支
部书记张桂宏主持的“庾岭夜话”将该组村
民聚在了一起。

“村前道路两边树木遮阴太厉害了，好
些树枝都伸到路上了，现在车又多，车速还
快，很不安全。”

“有些人鸡鸭放养，太臭了，卫生很难
搞，能不能关起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张桂宏和其他村干
部边听边记，偶尔有村民插嘴打趣，不时传
出阵阵欢笑。这里没有主席台，没有话筒音
响，没有讲稿，扯几条凳子，摆个茶几，在家
的大人小孩都来了，大家围成一圈，这就是
庾岭镇综治办在抓今年平安建设工作过程
中所推创的“庾岭夜话”。

话政策，讲平安，让群众更明白

石门塬村是庾岭镇的东大门，毗邻峦庄
镇，峦庾公路横贯村子东西，村民居住分散，
村情较为复杂。

11月3日，庾岭法庭法官借该村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之机宣讲法律政策，对群众进行平安
建设和“九率一度”培训，在村委会醒目位置悬
挂平安建设横幅，张贴平安建设宣传标语。

法官拿着村民电话花名册，直接深入
农户、田间地头，详细讲解平安建设知识，回
答群众问题，讲到群众知道、明白、满意为
止。当天晚上，该村“庾岭夜话”在小石门组
开展，讲平安建设，话惠民政策，谈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都通过“庾岭夜话”这种方式
开展宣讲，覆盖面和知晓率大大提高。

话事理，解纠纷，让邻里更和谐

邻里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一些久拖未

决的邻里纠纷导致惨剧发生的现象并不
鲜见。为此，庾岭镇街坊村将一些邻里纠
纷列入“庾岭夜话”进行集中调解，村民调
解委员会在当事双方、现场群众见证下，
开展普法教育，提出解决方案，使调解工
作更透明、更公正、更可信。在场群众说
事评理，做到群众问题群众调，群众矛盾
群众解。刘某、张某某两家曾长期失和，
后因宅基地纠纷互不相让，一度大打出
手。在“庾岭夜话”时经村干部调解，双方
在群众见证下划定界线，握手言和，一时
传为美谈。

“群众分散找我们，不如我们集中找群
众。这样就真正做到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
干部一个清白。”街坊村支书程强说。

话发展，谈未来，庾岭明天会更好

“从长远看，村子还是要多安装些摄
像头，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这样老

百姓干啥心里都踏实。”“今年政府对种
植、旅游的扶持力度很大，做生意、开饭
店都很划算。”“我们庾岭山清水秀，交通
便利，搞乡村旅游应该不错。”“要多办几
个像香菇大棚一样的现代农村企业，带
动村民致富……”两岔河村夜话现场，村
民发言踊跃。

庾岭镇综治办主任王发军介绍，在
“庾岭夜话”的推动下，村民广泛参与平安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等工
作，汇聚了民心民智民力，促进了干部作
风的转变提升。

讲平安建设，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事，“庾岭夜话”使庾岭镇平安建设的覆盖面
和知晓率大大提高。自2021年初开展“庾
岭夜话”以来，庾岭镇11个村实现了“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原来的
综治限期整改村、治安乱点村，现在成了全
镇的平安模范村。

“ 庾 岭 夜 话 ”话 平 安
彭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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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
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
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
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
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
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

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
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用虚假的客户

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项目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

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
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
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以及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虚假的财
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
以及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

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
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细情
况以启动调查程序，提倡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或本单位真实名称、有效证
件、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
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一）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

报办公室 （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二）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2号国家开发银行陕西

省分行 纪委办公室 （邮编：710075）
电话：029-87660501
电子邮件：sxxf.sx＠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
2021年11月9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

资 产 安 全 监 督 举 报 的 公 告

●山阳县天竺山生态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的银行预留印鉴原公章丢失，无
防伪码，声明作废。

●商洛农特产品物流中心项目建设
管理处的开户许可证丢失，账号为

26805701040006942，开户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商州支行，核准
号为L8030000088201，声明作废。

●商洛农特产品物流中心项目建
设管理处的个人私章（郭毅）丢失，防伪
码为6110020007266，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南县过风楼镇许瑾瑜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Q610134368,声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 (朱安明)近期，柞水县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强化各项举措，扎实开展“六清
六治六无”整治，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
出短板。

柞水县紧盯村边、路边、沟边、渠边、
河边、桥边等盲区盲点，扎实开展村庄清
洁和“两拆一提升”行动，确保不留死角死
面。持续抓好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环境综

合整治，加强对出入口面貌、违法户外广
告设施、道路两侧乱贴乱画、乱堆乱放等
治理，进一步提升窗口形象。严把改厕标
准，注重施工质量，强化过程监管，强化信
息调度，及时通报进展，加大督办力度，加
快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进程，同
步实施厕所粪污无害化治理、资源化利
用，全力推动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
盖，新(建)卫生厕所106个、公厕1个。扎

实推进“六清六治六无”整治，聚焦垃圾就
地分类、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三个关键
环节，加快村庄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建设，
配齐设施设备，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就
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确保
农村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累计清理农村
生活垃圾700多吨、村内通村道路256公
里、粪污 60多吨、院落 6410 个。坚持以
管控为主，加强房屋前后排水沟和河塘沟

渠的清淤疏浚，积极推进农户生活污水原
位消纳和综合循环利用，加快推动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加大污水治理设施
运行情况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有效治
理，努力实现生活污水不出户、不出村。
农村污水管网配套、厕所革命等项目相继
启动，3个污水处理站、7个垃圾收集点、5
公里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全域污水ppp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

柞 水 扎 实 整 治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