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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金晖 牛犇虎）慈善公益是助推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层面和路径。11月9日，商南县富水镇
洋淇村慈善工作站正式成立揭牌，并举行了慈善幸福家园启
动仪式暨共建幸福家园茶话会。

活动现场，洋淇村的企业、爱心人士、村组党员、村民纷纷
捐款献爱心，共募集善款近7万元。现场还向捐赠企业和个
人颁发了奖牌。

“尽自己应有的能力，捐一点爱心，另外，我希望洋淇村把
这所有的企业和普通老百姓的捐款，都给它用到点子上，每一
分钱都要花到点子上。”洋淇村党员李世军对洋淇村慈善幸福
家园成立表示祝贺。

据了解，村慈善工作站慈善基金的使用必须坚持“村募村用、
村民受益”的原则，资金使用范围主要为开展本村遭遇突发性事
件导致家庭困难的临时性救助；困难家庭的日常性救助；困难家
庭的助医、助学；与本村（社区）居民关系密切的公益性事业等。

洋淇村党支部书记桂连海表示：“下一步，村上将严格按照
要求，建设好慈善幸福家园，规范使用好这批善款，保障慈善幸
福家园正常运转，让它真正用于助残助老助幼和公益事业，帮
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辜负社会各界的爱心付出。”

洋淇村建立慈善幸福家园

“幼儿如果不慎将异物卡入喉咙或气
管，千万不要慌张，老师一定要抓紧时间进
行科学救援。”近日，在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实验幼儿园里，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培
训服务队队长王生洪正在为师生进行应急
救护培训。

多年来，王生洪与志愿者们一起进社
区、校园、警营、军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救
护技能培训，先后培训红十字初级救护员9
万多人。

王生洪是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急诊科医
生，从事医务工作47年。急诊科工作繁
忙，没有正常节假日，为了不让患者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他的手机从未关机过，经常吃
住在单位，与同事一起并肩作战。业余时
间，他也没有闲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
义工、做志愿者帮助他人。

“在急诊科，看到很多伤病人员因为
救治不及时而失去生命或留下残疾时，

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刺痛，如果群众能够
掌握急救知识，或许能为医务人员的进
一步救治赢得时间。”基于这样的理念，
2003年，王生洪报名参加了商洛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志愿培训服务队，成了一
名志愿者。

在王生洪看来，救护培训工作是一项
既高尚又有难度的工作，高尚在于培训的
内容需要受训者不图回报地救助他人，挽
救生命，难度在于他们培训的对象是非专
业医务人员，年龄不同，接受能力不同，志
愿者需要在短时间内，根据受训人员工作
行业及特点，培养出合格的现场初级救护
员，从而提高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
力，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生产事故、突发
事件所致的伤亡。

“这十几年来参与志愿服务,虽然身体
会累一些，但是心里十分满足。”王生洪说，
2017年8月，他带领四皓社区志愿服务队

参加陕西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应急
救护进社区”取得团体第一名，并带领队伍
参加了全国大赛。2020年，医院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由于人员不足，王生洪每天往返
在急诊科和发热门诊之间，最忙的时候，他
连续上了10个夜班。在这样的工作强度
下，他一有空余时间，还是会以志愿者的身
份参加红十字会捐赠抗疫物资、药品的收
发和转运工作。

今年 4月 29日，市民马先生将印有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一面锦旗和一封
感谢信送到了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急诊医
学科，以此感谢王生洪等一批医务人员将
他的生命挽救了回来。原来，今年4月1
日，马先生在上班期间突发心梗，紧急送
医，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急诊科医护人员一
边协调科室迅速查明病因，一边采取急救
措施及时控制病情，同时，在病因确定后，
及时和其家属沟通，确定救治方案，迅速

启用绿色通道将患者送至西安国际医学
高新医院进行手术，并在送治过程中派专
业人员全程陪同，患者马先生出院后第一
时间来到医院表示感谢。

“无论是做医生还是志愿者，我的
目的都是希望患者平安，年逾花甲还能
为商洛的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对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王生洪
说，自己将继续参与到备灾救灾、应急
救护培训、人道救助等公益事业中，将
爱心传递下去。

普及救援知识 公益路上显担当
记者 方 方

本报讯 （王孝竹）11月8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新华
社、人民网、央广网、农民日报、陕西日报等媒体走进我市山阳县，
开展“三秦大地产业兴”主题采访活动，全方位宣传报道我市通过
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增收的好经验、好做法。

采访团走进山阳县金鸡扶贫产业园和金桥公司茶创小镇，通
过现场采访、座谈了解等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采访。他们边
听边记，边问边写，牢牢把握每一个细节，每一处精彩，通过不同的
视觉全面记录我市特色产业发展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央广网、西
部网、三秦都市报等媒体已相继发布多篇报道，电视广播节目等
媒体将陆续刊发报道我市特色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和亮点，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特色产业放在农业农村工作首位来
抓，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兴产业扩规
模，育主体强龙头，抓改革增活力、提质量树品牌，保增长促增
收，不断提升“菌果药畜”特色产业发展质量，持续稳定增加农
户收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市
发展食用菌3.88亿袋、核桃341.9万亩、板栗269.3万亩、中药
材244.3万亩、茶叶56.2万亩，出栏生猪126.12万头、蛋鸡存
栏722.33万只、肉鸡出栏2086.65万只、冷水鱼年产量2178
吨。商洛香菇、核桃、板栗、中药材、冷水鱼产量以及肉鸡出栏
量居全省第一。商南县茶叶、猕猴桃入选全国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山阳县户家塬镇等5镇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下一步，我市将紧紧围绕推进“一都四区”建设步伐，紧盯
“菌果药畜”特色产业发展、主体培育、品牌打造、三产融合、集
体经济等重点，以建设农业产业强镇，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发
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为抓手，实施全产业链开发，拓展农业功
能，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推进特色农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中省媒体走进我市开展

“三秦大地产业兴”采风活动

凤凰镇位于柞水县东南部社川河畔，距县
城 45 公里。古镇的美食和农特产品质优价
廉，特别是当地的竹篾编制品、古法酿酒、手工
熏制腊肉、冶铁制造等享誉省内外。凤凰古街
中保存有完整的明清古建筑148座，清代马头
墙98对，古街民居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汉江徽派古建筑群，被历史学家誉为
具有秦风楚韵的“汉江古镇活化石”。古镇景区
已成功创建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传统古朴
的社火文化、汉调二黄、柞水渔鼓、特色美食等
吸引了八方游客的青睐。图为古镇保存最完整
的汉江徽派古建筑院落一角。

（记者 杨 鑫 摄影报道）

商洛美丽小镇——凤凰镇

安康75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向公众公示如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与本工程利益相关及关心本工程的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需要查询本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从即日起登录“http://www.sn.sgcc.com.cn/通知公告”
查阅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若需要查阅纸质报告书可按照下述第四
条的联系方式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工程附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团体和单位，以及对本工程关注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登录“http://www.sn.sgcc.com.cn/通知公告”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反馈。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实名反馈意见，

并请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向提出意见的公众反馈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情况。
(一)建设单位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29-81002127 E-mail：283100344@qq.com 邮编：71004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柿园路218号
(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工
电话：029-89583760 E-mail：dingyujie@nwepdi.com 邮编：710075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22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25日(10个工作日)。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安康 75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存在问题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000元且不稳定，因产业发展失败等导致收入大幅缩减

无法务工等导致收入大幅缩减

发生重大疾病、遭受重大灾害或遭遇突发事件及家庭主要劳动力出现重大变故等导致家庭生活严重困难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出现辍学失学，过渡期内脱贫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补贴未发放到位

异地住院报销、大病保险赔付不及时，符合慢病门诊报销未被纳入

慢病签约服务不到位

现居住房屋墙壁出现较大裂缝、屋面出现塌陷、较大面积漏雨、地基下陷、排水不畅等不安全问题，以及子女住新房，老人住危旧房的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房出现质量问题

农户家庭自来水出现故障长期无人修复导致用水困难，水质出现浑浊或有异味，使用水井、水窖供水长期未采取消毒措施，村供水管道、蓄
水池损坏长期无人修复，季节性缺水未进行送水或采取其他措施解决的

责任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人社部门

民政部门

教育部门

医保部门

卫健部门

住建部门

移民部门

水利部门

反映电话（市县）

商州区2983932 洛南县7322344 丹凤县3322094 商南县6322288 山阳县8321983
镇安县5322203 柞水县4321207 高新区2030928 市农业农村局2312746

商州区2335506 洛南县7322852 丹凤县3322653 商南县6322288 山阳县8322230
镇安县5338585 柞水县4321614 高新区2030981 市人社局2338803

商州区2388189 洛南县7322054 丹凤县3322712 商南县6323352 山阳县8321313
镇安县5322438 柞水县4321914 高新区2030922 市民政局2333388

商州区2366191 洛南县7322606 丹凤县3388861 商南县6362515 山阳县8321735
镇安县5322054 柞水县4321860 高新区2030961 市教育局2313285

商州区2982118 洛南县7328273 丹凤县3323772 商南县6371941 山阳县8383905
镇安县5322292 柞水县4325256 高新区2030960 市医保局2860018

商州区2338228 洛南县7322299 丹凤县3322295 商南县6323342 山阳县8321918
镇安县5322158 柞水县4321934 高新区2030960 市卫健委2325096

商州区2316234 洛南县7325910 丹凤县3322060 商南县6326882 山阳县8321046
镇安县5322805 柞水县4321405 高新区2035902 市住建局2390635

商州区2389122 洛南县7382330 丹凤县3322062 商南县6377216 山阳县8326913
镇安县5338216 柞水县4322252 高新区2389122 市移民办2335975

商州区2314300 洛南县7322653 丹凤县3322166 商南县6372167 山阳县8380291
镇安县5322021 柞水县4321910 高新区2030929 市水利局2389855

商 洛 市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便 民 服 务 公 告
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有关要求，若您的家庭有如下情形之一，通过自身努力无法解决，请您及时向村两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村两委会依照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认定条件和

程序，组织开展核实认定，并协调落实相应帮扶措施，也可直接向县区和市级相关部门电话反映解决。

备注：对上述情形反映相应业务部门仍未得到解决的，可向乡村振兴部门反映解决。商州区2313556 洛南县7325002 商南县6325216 山阳县8321271 镇安县5322264 柞水县4323370 高新区2030928 市乡村振兴局2360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