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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叶竹虎）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传统美德，倡导所有家庭自觉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12 月 2 日，商南县富水镇富水街社区举行 2021 年“好
公婆、好儿媳、五美家庭、五美庭院”表彰奖励以及“乡村振兴”
知识有奖问答等活动。

活动中，社区为谢晶兰等 10 名“好公婆”、王金梅等 7 名“好儿
媳”、孙海文等 8 个“五美家庭”、张海龙等 9 个“五美庭院”家庭成员
代表佩戴绶带并颁发了奖品。随后，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送这些荣
誉获得者，号召全镇村民向模范学习，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为构建

“文明、和谐、美丽”的新社区而努力。
活动中，社区还邀请了县剧团“送戏下乡”节目组为大家表演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讲解“乡村振
兴”“两拆一提升”“两边一补齐”等内容。

富水街社区表彰好公婆好儿媳

倡导文明和谐友爱新民风

本报讯 （刘春荣）12 月 1 日，丹凤县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委
联合县物流快递业联合党支部举办“先锋快递员”评选表彰活动，对
顺丰快递范永华等 8名“先锋快递员”进行表彰奖励。

近年来，随着各项社会服务事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
到极大提高，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丹凤县已发展快递物流企业 10
个，从业人员 180 多人，其中党员 4 人。快递员范永华、张明、刘宇多
年来坚持微笑服务、诚信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在邮件投递、寄递中实
现了零失误、零差错、零投诉。为加强对这一新生产业链党的领导，
丹凤县物流快递业联合党支部积极组织开展“先锋快递员”评选表彰
活动，通过个人自评、员工互评、班组推荐、企业筛选、支部联评、公开
公示 6个环节，在全县 10个物流快递企业、180多名快递从业人员当
中评选出 8名“先锋快递员”。

丹凤县举办首届

“先锋快递员”评选表彰活动

12 月 3 日，冬日的暖阳刚刚爬上担
水沟垴，70 岁的王诗堂在院子里激动地
拿起电话和远在山东威海务工的儿子王
书磊通起了电话：“娃呀，我们担水沟垴
今天通上电话了，有了移动 4G 网络，听
说可以视频了，你在视频上让我看一下
孙子吧。”

在移动公司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随
着手机铃声嘟嘟响起，不到一分钟，王诗
堂通过手机看到了一年未见的儿子一
家，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远在千里
之外的儿子王书磊在视频里说：“爸，没
想到咱们老家盼了十几年，今天移动网

络终于开通了，以后你和妈想我们就视
频聊天。”

王诗堂家住在商南县金丝峡镇二郎
庙村担上组，山大沟深，眼看着邻近村组
都用上了电话，可是他们买个手机大部分
时间都是摆设，在担水沟里用不成。不少
人为了和远在山外的亲人通个电话，得爬
一公里的山路在山梁上找手机信号，通话
经常断断续续。

今年 7 月，商洛日报社驻村工作队入
户走访后发现担水沟担上、担下和邻近兴
家沟组 40 多户 100 多名群众通信不便，
就及时请求市移动公司给予支持。移动

公司人员几次冒雨勘察线路，进行设计。
后来，在全市“人盯人”防抢撤防汛工作
中，当地政府知道二郎庙村 3 个组手机信
号不通后，将其纳入苏陕协作项目建设方
案中，更好地解决了企业施工资金不足的
难题。历经 2 个多月，担水沟移动信号基
站终于建成，改变了当地群众手机信号不
通的历史。

“得亏上级政府领导和移动公司部门
大力扶持，解决了二郎庙村群众通信问
题，为我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强大
信息支持，更让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走得更稳健。”二郎庙村党支部书记王书

晶看到了困扰家乡发展的通信问题解决
后高兴地说。

商南县移动公司副总经理刘峰介
绍，为满足偏远山区群众的 4G 网络通
信需求，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商南县移动公司利用
2021 年苏陕协作农村通信设施提升项
目，为商南县城关、赵川、十里坪、金丝
峡、富水、青山、试马 7 个镇办 15 个行政
村 的 自 然 村 组 ，建 设 4G 网 络 基 站 15
座 ，总 投 资 500 多 万 元 ，满 足 了 765 户
2000 多 名 边 远 山 区 群 众 的 4G 网 络 通
信需求。

小山村有了4G信号 群众纵享“满格幸福”
本报记者 费 翔

寒冬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

▽近日，商州区妇幼保健院组织医护
人员前往夜村镇甘河村开展“送医送药送
健康”义诊活动，为群众测量血压、发放药
品，并耐心解答群众的各类病症咨询。

（记者 方 方 摄）

◁12 月3日，丹凤县庾岭镇石门塬村
驻村工作队联系西安市蒲公英慈善公益
中心，为庾岭镇石门塬小学、炉道小学、龙
骨岩教学点捐赠了价值 8 万多元的羽绒
服、手套、棉帽、裂痕霜等爱心物资，保证
了山区学生温暖过冬、安心学习。

（陈典锋 摄）

△12月5日，山阳团县委联合爱心志愿者协会，走进丰西新城社区开展“走进社区送温暖、服务群众办实事”
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深入部分搬迁群众家中进行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米、毛衣、棉袄等慰问品。

（记者 杨 鑫 摄）

本报讯 （王文波 肖 云）为深入推进家校共育工作，切
实促进共育工作的专业化、常态化、系统化，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我市举行家校共育示范基地创建评估和“双减”工作专题培
训，各示范基地创建校校长、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等 60 多人参
加培训。

今年以来，我市把“加强家校共建共育工作”作为教育改革的重
点任务之一，积极开展家校共育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各创建学校广
泛开展家校共育大讲堂、家访、家长开放日、家庭教育巡回讲座、家长
联系会、家长课堂等活动，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紧密配合，构建家校
共育新模式，收视、参与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40 人获得省家庭教育
研究会颁发讲师资格证书。

在 2 天的培训中，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朱才宝向全体培训学员
详细解读了家校共育工作指导文件；知名家庭教育专家王越群教授
向大家作了题为《“双减”要求和家校共育基地创建》的专题报告，对

“双减”工作做了深入解读，对家校共育示范基地建设做了专业指导；
秦韵教育小学部、山阳县第四小学介绍了学校的创建经验。参训学
员观摩了秦韵小学部家校共育活动中心、家校共育档案资料和家校
共育大、中、小型会议室及学校部分社团、家风馆、商洛市科技馆等学
生研学基地。

我市开展家校共育

示范基地创建培训

我机构由于长期无法与以下单位取得联系，全县涉及账户共 26 户，造成公司账户对账、年检、销户工作无法开展，现将账户信息公告如下：

请以上单位自公告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前来我行办理相关业务，逾期我行将进行加办关系撤销及销户处理，特此公告。业务办理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北大街
中段建苑酒店一楼邮储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县支行
2021年11月27日

公 告
客户账号

100074531260010001

100078386980010001

100145812060010003

100164953080010001

100191364600010002

100219684890010001

100315515980010001

100544298700010001

100586235440010001

100619480520010001

100685749350010001

100758065440010001

961009010005298945

账户名称
山阳县意隆土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山阳县天天乐购物广场

山阳县财政局预算内基本建设专户

山阳县财政局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项目专户

山阳县老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山阳县财政局政权建设资金专户

山阳县艺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广告制作中心

山阳县新恒利商贸有限公司

商洛市山阳县鼎鑫水暖材料商行

山阳县恒祥绒毛梳纺有限公司

山阳县秦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工资专户

山阳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专户

中国共产党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客户账号
100799821350010001

100806788700010001

100806811890010001

100841387980010001

961001010003336893

961004010004988731

961005010004688900

961006010004228433

961006010004228664

961006010011196680

961007010000505601

961007010005419113

100501314700010001

账户名称
山阳县宏康商行

山阳县金城商行

山阳县永兴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阳县司法局业务用房基建专户

山阳县翔润牧业有限公司

陕西尚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阳县分公司

山阳县东湾中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阳县天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阳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山阳县红地毯婚庆有限公司

山阳县龙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商洛福隆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阳县文化中心广场综合楼工程建设管理处

商洛市磊宝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是商洛市具有合法回收拆解报废
汽车的企业，主要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废旧金属回收销售等。

报废汽车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废油废液、废催化剂、废电子电器
部件、废制冷剂、废刹车片、废机油滤清器、废活性炭、含油污泥为危险废物，均由有

资质单位回收处置，同时采取一系列环保措施，做到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围
环境产生较小影响。

商洛市磊宝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6日

公 告

我机构由于长期无法与下列单位取得联系，全县共涉及账户 14 户，造成公司
账户对账、年检、销户工作无法开展，现将账户信息公告如下：

请以上单位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前来我行办理相关业务，逾期我行
将进行加办关系撤销及销户处理，特此公告。业务办理地址：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西环路口。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凤县支行
2021年11月28日

公 告

客户账号

961006010007470008

100898863260010001

961009010005018889

961006010003238912

961000010002537856

100822573350010001

961000010004341141

961000010000850418

100615672170010001

100632264080010001

100817149890010001

961009010006890039

100313850700010001

961006010006930093

户 名

丹凤县葡萄酒协会

丹凤县东兴药业专业合作社

丹凤县耀龙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丹凤东岭茶叶专业合作社

丹凤县金山旅游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丹凤县天长地久婚纱摄影店

丹凤县伟兴工贸有限公司

丹凤县视讯电脑销售维修中心

丹凤县高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丹凤县兄弟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丹凤县小雨网络工作室

丹凤县恒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丹凤县国土资源局国土所

丹凤县畅达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