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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亚军）近日，商州区板桥派出所民警驾驶着平
安创建宣传车在辖区巡逻途中救助一名智障妇女，受到辖区群
众的一致好评。

11 月 19 日，板桥派出所民警在途经岔口铺村时，发现路边
一名中年妇女满头大汗、神情呆滞地坐在路边，显得极为异常。
民警立即下车了解情况，听到周围群众说：“警察同志，你快来看
看，这个人在这坐了一早上了，这么冷的天，满头大汗的，是不是
病了？”民警一边安抚群众焦急的情绪，一边快速向妇女走去。
只见那名妇女只是傻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民警判断该
女子可能是走失的智障人员。于是，民警耐心地询问道：“你叫
什么名字呀？家住在哪里？你哪里不舒服啊？”在民警耐心细致
地询问和周围群众的热心帮助下，得知该名妇女可能是腰市镇
寇村的走失人员。民警随即驱车将她送往腰市镇寇村村委会，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寇某安全送回了家。寇某的母
亲看到女儿平安归来，含泪不停地向民警道谢：“太感谢你们了，
要不是你们，这大冷天的，我娃在外面出个啥意外，可咋办啊。”

智障女子迷路走失

民警热心救助暖人心

本报讯 （陆秀赟）自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以来，柞水聚焦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关切的问
题，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在“三减一优”
上下功夫，助推审批服务“加速度”，实现营商环
境再优化。

压减申请材料，降低办事成本。柞水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对通过系统平台能在政务服务系统查询
的申请材料，只需在审批综合窗口提供一份申请材
料，让资料在内部流转。能通过在线审批系统办理
的事项，办事人只需在线上自主申报，线下不再提
交纸质材料。在办理过程中对非形式要件缺失的
事项，实行容缺受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
主动减少行政许可事项中的申请材料 150多项，并
在办事指南中予以公开。

锐减审批时限，提高服务效率。进一步优化
事项办理流程，力争做到材料能减尽减，环节能
合尽合，时限能短尽短，流程能优尽优。审批时
限大幅压缩。对申请材料少、审批规范相对简单
的行政许可事项，变承诺件为即办件，授权审批
窗口即来即办；对申请材料多，审批规范相对复
杂的行政许可事项，采取多形式优化审批方式，
压缩审批时间。

缩减审批环节，减少跑动次数。对行政许可事
项划转前树枝状的审批环节进行压缩，实现扁平
化。对划转前需多部门逐个审核、勘验并盖章的行
政许可事项，变“串联”为“并联”，联审联勘，多头并
进，环节精简达 60%以上，零跑动事项占比 30%以
上，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达 95%以上。

优化审批方式，提升服务温度。结合政务服
务复印、快递送、公章刻制“三免费”服务和“APP
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下线上办事无缝对
接，推动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
变。对线上申报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均线上受
理、审核、决定，做到审批零跑动；对线下申报审
批的行政许可事项，做到“一门、一窗”，即来即
办，实现“最多跑一次”。对需要现场勘验的行政
许可事项，引导行政相对人利用微信视频、现场拍
照等方式完成踏勘，减少跑动次数。在政务大厅
设立综合窗口，培训专业审批服务人员，实行审批
帮办代办。推广集成“一件事一次办”事项 30 个，
助力群众就业创业。在目前办结的 3000 多件行
政许可事项中，容缺受理事项 586 件，微信踏勘次
数 130 次，帮办代办 1689 人次，企业群众赠送锦
旗 10 面，群众满意率 100%。

柞水县“三减一优”加速审批服务

本报讯 （张薇薇）“单位真心为职工办实事，把群众的困难
放在心上，反映的问题能迅速解决，让我们非常满意！”近日，经
过 2 个多月的施工，商洛公路管理局机修厂职工住宅区的两幢
家属楼维修到位，业主高兴地说。

商洛公路管理局机修厂住宅区由于年久失修，每逢雨天，一
些家住顶楼的住户屋顶会出现渗水、漏水现象，成为困扰职工生
活的闹心事。机修厂物业办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工作人
员逐户上门查看，经排查发现有两栋楼顶楼住户家中渗水问题
严重，屋顶墙面起皮脱落，物业办人员及时向班子成员汇报了这
一情况。对此，机修厂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决定将此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抓住宅小区环境整治改造
着手，争取资金安排，着力解决直接关系职工利益的民生问题。

机修厂迅速组建施工队，克服阴雨天等困难，不仅修复了
678 平方米的楼顶渗漏区，还为一些住户维修了屋顶墙面，使困
扰职工多年的住宅屋顶漏水、渗水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真正把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了实处。

商洛公路机修厂为职工办实事

初冬的早晨，风呼呼地刮着。46 岁
的投递员白小荣戴着帽子与口罩，骑着
摩托车，冒着严寒奔波在镇安县高峰镇
的村道上，她要把信件、报刊、快递及时
送到村民的手中。6 年来，这种场景每
天都在上演……

高峰镇位于镇安县东南部，辖区有
7 个村 45 个村民小组，面积 155 平方千
米，常住人口 18609 人。从参加工作至
今，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冰天雪地，白小
荣一直坚持按时投递，出勤率 100%，外
勤监控点扫描率 100%，投递快件准确
率 100%。她年复一年地默默付出，深
受村民的喜爱与拥戴。

用爱坚守用爱坚守 无怨无悔无怨无悔

2015 年，白小荣加入了邮政这个大
家庭，成为一名投递员。6 年来，她兢兢
业业、勤勤恳恳，走遍了高峰镇的沟沟岔
岔，投递里程达 20 万公里，投递各类报
刊、邮件、快递约 30 万件，无一差错，被
村民称为“活邮局”。

夏天“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冬
天寒风凛冽、路面打滑，天晴一身土，下
雨一身泥，是白小荣工作的真实写照。

2018 年，白小荣接到一封要寄往
鱼峡村 3 组的特快专递，经过近两个小
时徒步跋涉到达该组，辗转多个地方才
找到一座低矮的简易木屋，也就是本次
投递的目的地。走进木屋，一位 80 多

岁的老奶奶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白小
荣的手一个劲地道谢。原来，这个特快
专递里寄的是她儿媳（江苏人）的身份
证，这几天正等着拿身份证去给儿媳办
理医疗保险。

对于为什么这么重视邮件的投递时
限，白小荣有自己的理解：“乡村里的人
一般很少寄特快专递，寄了就说明有急
事或者重要的事，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我
都要在第一时间把信送到收件人手中。
看到自己能够急乡亲们所需，真正帮到
他们，再累再苦也值得！”

2020 年疫情期间，局里召开会议，
领导征求意见，看谁愿意派送报纸与快
件，白小荣主动申请值班，一直坚守岗
位。她说，邮政养活了她一家人，人要常
怀感恩之心。正是带着这样的“感恩之
心”，她把青春奉献给了高峰镇的乡间邮
路，献给了村里的父母乡亲。

用情暖人用情暖人 赢得尊重赢得尊重

白小荣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用情
温暖每一个村民。她把自己的电话号
码印制在名片上，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
中，并承诺：“我的电话 24 小时开机，有
问题请先找我，如果我不能处理好，您
再找我的领导。”为实现自己的承诺，她
每天像闹钟一样准时投递。对用户提
出的问题，她拿出一个小本认真记好，
及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
给用户。

高峰镇农科村三组有个李姓老人，
儿女都在外打工，平时给老人买东西，大
到电视机，小到牙膏，儿女都是在网上购
买。白小荣每次把快递送到他家门口，
都要帮老人搬到家里，放好后才离开。

在送包裹与报纸的间隙，白小荣
经常给乡亲们宣传办理邮政业务的便
捷方法、邮政储蓄的相关政策，帮村民
寻找网上销售自家特产的门路。用白

小荣的话说：“我这么多
年走这条邮路，对每家
每户的情况都很熟悉，
能帮上忙，看着他们的
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我
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和付
出都很值得。”

多年来，白小荣已经将投
递业务与自己融为一体，一封信，
一份报纸，哪怕路程再远、再难，她都要
送到乡亲手中。

投递路段上有个 70 多岁的老人张
永伟，白小荣视其如亲人，出班时顺便给
老人带去生活日品或药品，已成为家常
便饭，有时还帮他干点农活，和他促膝谈
心，深受老人的信赖。

服务服务““大家大家”” 忘记忘记““小家小家””

白小荣自参加工作以来，一心扑在
工作上，不管是份内的还份外的，总是抢
着干，每当局里或班里有什么任务时，她
总是毫不推诿，第一时间圆满完成任务。

2020 年 1 月 20 日，正值冰冻期间，
村民李某打电话给白小荣说：“我的一个
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个快件，我的车子打
滑，上不了路，你能帮我想办法送来吗？”
她二话没说，步行 2 个多小时，亲自把邮
件送到村民家里。返回的路上，她摔倒
了又爬起来，回到家时已摔得鼻青脸肿，
却没有一句怨言。

白小荣平时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
工作上，特别是在报刊收订期间，常常早
出晚归，有时 11点多才到家。

每次外出派送邮件之前，白小荣都
想到早点回家，辅导孩子完成作业，给
父母做顿热饭，但常常返程回家时，天
空中已是繁星点点，孩子已经睡着了。
有一次，学校举行作文比赛，女儿的一
篇作文《大山深处的邮递员》获奖了。
当女儿放学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她，她读完文章，眼泪流了出来，心里尽
是对家人的愧疚。

书写书写““大爱大爱”” 见证见证““真情真情””

一条邮路，一个邮包，一辆摩托车，
一份份报刊与一袋袋快递包裹，承载着
白小荣对邮政事业的热爱与追求，更承
载着她的初心与梦想。她始终认为，投
递工作和她的生命一样珍贵，准确的投
递率是她对工作的唯一要求。

白小荣曾说：“我的工作是连接村
内村外的桥梁和纽带，不光传递信息、
物资，传播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第一
时间传递党的政策。”6 年来，她多次被
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投递员、中
邮简易险营销先进个人等，这些荣誉的
取得，是领导、同事和乡亲们对她工作
的肯定。

如今，白小荣仍在邮路上奔忙，但她
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她满怀着自己
的信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
用自己的力量去造福更多的人，为高峰
镇村民致富、土特产直销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

“所有的乡邮员都在勤勉而全力
地工作着，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只要乡亲们有需要，
我就会一直行走在这条邮路上。”白小
荣微笑着说。

大山里的绿衣使者
杨远彦

本报讯 （高 鸿 黄庆锋）11 月 20 日，丹凤县商镇集
中对 312 国道沿线违法加盖彩钢棚等临时构筑物进行依法
依规拆除。

在 312 国道商镇段，工人正在利用工具对道路两侧建筑
屋顶的彩钢棚等临时构筑物进行切割拆除，并及时对垃圾进
行清运，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整个拆除过程井
然有序。

今年以来，商镇全面落实市、县关于“两拆一提升”三年行动
工作战略部署和丹凤县城镇管理年工作要求，在全面摸底登记
的基础上，注重加强宣传教育，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
作，动员和引导群众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两拆一提升”工作。
截至 11 月 22 日，该镇已经依法依规拆除了乱搭乱建 120 处 1.3
万平方米，有力震慑了乱搭乱建等违法行为，教育了周围群众，
提升了辖区市容市貌，营造了干净、整洁、靓丽的城镇环境，群众
幸福指数在持续提高。

商镇拆除违法建筑1.3万平方米

本报讯 （吴 京）
近日，商南县人民检察院
立足检察职能，从完善设
施配套、强化制度保障、
畅通信息渠道等方面切
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该院加强平台搭建，
在 12309检察服务大厅设
立了专门的律师接待室，
并确定一名干警专门负责
律师预约、接待、阅卷等工
作，及时解决相关需求。

阅卷室配备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高速扫描仪
等办公设施，律师只需轻松提前预约、快捷办理手
续、免费刻录光盘，短时间即可获得案卷电子数
据，有效避免了以往律师“空等”“白跑”等现象，充
分保障律师的阅卷权。

该院联合县司法局出台了《商南县人民检察
院、商南县司法局关于建立良性互动检律关系联
席会议机制的意见》，健全律师投诉、监督直通平
台，规范检律座谈会机制。出台《商南县人民检察
院关于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意见》，保障律
师的知情权、阅卷权、提出意见权、申请收集调取
证据权和执业救济权。

另外，该院畅通交流渠道，律师除了可以通过
12309 中国检察网及时了解和关注该院发布的重
要案件信息和公开的法律文书外，还可以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QQ 等多种平台和渠道，查询案件

进度和咨询相关检察业务问题。同时，牢固树立规范办案意识，督促
办案干警要注重听取辩护律师和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意见，要主动审
查辩护律师提交的对案件定性及量刑有关键作用的证据材料，并在
案件审查报告中详细予以说明，以切实保障律师权利，进一步提升办
案干警的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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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冯旭红 张明
哲 周 卫）近日，丹凤县自然资
源局把做好易地搬迁户安置房不
动产权登记发证工作作为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具体实践，采取“专题
研究部署、领导牵头抓总、工作专
班负责、部门协同推进、高效服务
保障、通报提醒督查”等举措，实
行“清单式台账、销号式管理”工
作模式，推行“政府承诺背书、简
化工作流程、容缺办理补正”登记
方式，落实免征易地搬迁户安置
房不动产登记费等惠民政策，用
法定形式把搬迁户的安置房登到
簿里、写进证里、发到手里，让搬
迁群众“安身”又“安心”。

经核查统计，全县 7152 本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房不动产权证书
已全部颁发到户，完成率 100%。

让搬迁群众让搬迁群众““安身安身””又又““安心安心””

血液是生命之河，它的质量高低与健康息息相关，在日常生
活中该如何保持这生命之源的“澄澈”呢？

注意饮食：血液里每天都有很多的细胞死去，只有提供足
够的造血原料（铁、蛋白质、叶酸、维生素 B12 等），才能满足新
生细胞需要的营养，从而使血内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含量保持
正常。含铁丰富的食物主要有动物内脏，如肝、肾等，蔬菜中
则以菠菜、芹菜、番茄等含铁较多，水果中有红枣、桃、李等含
铁较多；含蛋白质较多的食物有牛奶、瘦肉、蛋类及豆制品等；
叶酸、维生素 B12以动物的肝、肾及肉类中含量最多，绿叶蔬菜
中含叶酸。还要注意少抽烟、喝酒，烟雾中的一氧化碳能与血
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使红细胞丧失运氧能力，据测定正常人
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只有 0.5%~0.7%，而吸烟者血液中的一氧化
碳血红蛋白含量可达 10%~15%。而长期饮酒，可以造成酒精
中毒。

保护好胃肠：有足够营养的饮食，还需好的肠胃来消化吸
收。食物中的铁主要是由胃酸将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而由胃
黏膜吸收，当人体缺乏胃酸，引起铁吸收困难，就容易导致缺铁
性贫血；维生素 B12主要由肠吸收，但需胃黏膜分泌的黏蛋白协
助；叶酸主要在十二指肠及空肠吸收。当胃黏蛋白缺乏或一些
胃肠疾病如胃炎、胃癌、小肠吸收不良综合征时，可引起贫血。
因此应保护好胃肠，积极医治胃肠疾患。

注意用药：某些药物可导致血液疾病，影响血液功能，当
血液本身患病时，更易遭受药物不良作用的损害，常见的药
物所致的不良反应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溶血性贫血、免
疫性贫血等。

防 止 外 源 性 损 害 ：如 短 期 内
接触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引起的
以骨髓造血障碍为主的急性放射
病 ；引 起 高 铁 血 红 蛋 白 血 症 的 苯
的 氨 基 和 硝 基 化 物 ；引 起 溶 血 性
贫血的砷化氢、苯胺、硝基苯等。

总之，要保护好生命之河，就得
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只有
这样生命之树才会常青。

保护血液从日常做起

快递与报纸派送路上快递与报纸派送路上

本报讯 （王慧琦）今年以来，山阳县纪委监委紧盯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深入开展教育、医疗、住房等“九大领域”专项整治，坚决做到反
腐为民、反腐惠民。

传导责任压力。先后印发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突出问题《工作措施》《监督任务分工》等文件，召开工作部署会、推进
会，持续传导责任压力、夯实监管责任。

强化监督检查。围绕“九大领域”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印发《监督
检查方案》，组建 3个监督检查组，巡回压茬对 12个部门和 18个镇办
开展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印发专项督查通报 7期。

推动问题排查。督促各牵头部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动
态排查、即查即改”的工作思路，找准“小切口”，全面精准排查群众反
映强烈突出问题，分类建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截至 10月底，九大
领域共排查梳理问题 355个，已整改到位 317个，正在整改 38个。

严查突出问题。1至10月，全县共查处生态环境领域案件10件10
人、民生保障领域7件7人、社会保障领域4件4人、教育领域1件2人、医
疗卫生领域1件1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件4期11件23人。

山阳找准“小切口”

专项整治“九大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