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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声/广告]

编辑同志：
近日，商州区大赵峪派出所民警上门为八旬老人办理身份

证的事，获得当地群众纷纷夸赞。
11 月 9 日上午，大赵峪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位群众来电求

助，称 85 岁的母亲身份证不见了，因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也不
利索，无法到派出所补办，特向派出所请求帮助其解决这一难
题。得知情况后，派出所户籍民警立即前去为老人采集办理
身份证的相应信息，看到民警来得这么快，老人拉着民警的
手，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刚打了电话不久，你们就来了，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

大赵峪派出所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主动将服务送
上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进一步融洽了警民关系，也为平安
创建“九率一度”提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读者 周亚军 董 婷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编辑同志：
近日，丹凤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和龙驹寨派出所民警及时救

助一名因感情纠纷欲携女跳河的男子，避免了一起悲剧的发生。
据丹凤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介绍，10月 10日 19时许，丹凤

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在丹江河四桥有名男子
携一名幼女欲跳河，请求施救处置。”一声报警牵动公安局执勤民
警的心，巡特警大队、龙驹寨派出所民警立即奔赴现场。民警驾
驶警车来回在丹江河畔巡查，30多名民警在河滩平行推进搜索，
指挥中心不间断提供技术支撑，为搜索提供方向范围，带班局领
导要求处警民警全力以赴，加快搜索进度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晚上，气温骤降，但民警依然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当晚
21 时许，处警民警终于在丹江河月日段河畔一凉亭内找到醉倒
的李某，见其女儿安然无恙在身边，民警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民警一边安抚李某，一边将父女两人护送到警车上取暖。
经询问了解，李某因与妻子发生感情纠纷，在外饮酒后，产生了
轻生念头，带着女儿一路沿着丹江河走，直到醉倒在路边凉亭
里。民警耐心给李某做思想工作，并进行劝解安慰，醒悟过来的
李某表示不再有轻生的想法。最后，民警将李某及其女儿安全
护送回家，并叮嘱家属做好劝导，防止发生意外。

警方在此提醒：生
命诚可贵，遇事需冷静
理智，不能因一时冲动，
做了对自己、对家人不
负责任的事。

读者 张 帆

男子欲跳河 民警急施救

编辑同志：
近日，丹凤县庾岭镇成功化解一起多

年的信访积案，得到上访人的高度认可。
8年前，庾岭镇街坊村的老刘建房时因

宅基地与邻居老张发生了纠纷，后在镇、村
调解协调下，老刘给老张让出20厘米，双方
纠纷暂且就此予以了结。可后来，老刘总因
其让出了部分宅基心里存有疙瘩，连续多年
来通过信访的形式向各级多个部门进行信
访，县、镇两级相关部门多年来多次前来调
查处理，事情也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面对老刘无休止的上访，老张也赌了
一口气，谈什么调解方案也不接受。随着
2021 年庾岭镇新一届党委换届到位，上级
为庾岭镇专门配备了政法专职党委委员，

专职政法委员王发军一上任，就把这件信
访积案拿在了手上。

“当初确实是达成协议了，可对方和我
闹纠纷时让我在建房中窝了好些天工，给
我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为此，老张得给我
赔偿十万元损失才行。”老刘在每次的调解
中总是这样说。

“这么多年来，老刘不停地向上级告我，给
我精神上也造成伤害，让我赔钱那是想都不要
想的事情。”老张也一直这样委屈地说。

今年 9 月份，庾岭镇新一届党委班子
上任伊始就开展“重复举报化解月”专项活
动，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进行起
底排查梳理，对于多年、多层、多头的“三
多”举报和重复信访举报，实行领导班子成

员包案化解，并将此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要求在年底前着
力集中化解一批信访积案。

“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来访都饱含着群
众沉甸甸的期望。”庾岭镇党委书记王博介
绍，老刘反映的事情本不属于纪检监察业
务范围内的信访事项，但对于群众“急难愁
盼”的突出问题，需要镇属政法部门切实发
挥职能作用，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王发军在全面排查问题的基础上，按
照群众诉求合理地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
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
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的思路，真诚
面对面地与老刘、老张沟通交流，掌握第
一手情况。与此同时，督促街坊村领导落

实主体责任，建立纪检监察、政法、信访及
属事属地单位联合处置信访案件制度，推
动相关部门把老刘的问题解决好。

11 月 29 日、30 日，为化解老刘信访问
题成立的工作专班举行连续两天的专题会
议，一起研究商定解决办法，制定化解方
案。最终，会议借鉴法院庭审模式，通过当
面陈述、现场解答、公开辩论，清晰地展示
信访举报件办理过程、调查事实和政策依
据，让信访事项化解工作更有针对性。

“对于处理结果，我们心服口服。”镇村
干部的真心实意，老刘、老张看在眼里，也
记在心上。最终，老刘、老张都郑重签下了
息诉罢访书。

读者 彭家让

庾岭妥善化解多年信访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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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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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些

耳熟能详的交通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一
些人所忽视，不文明的交通行为看似小事，实
则反映交通参与者素质和行人安全的大事。

古人言：“人无礼不立，事无礼不成，国无礼
不宁。”出行亦如此，不循礼，无以行。横穿马路
的陋习，很多人都有过。有些人觉得，绕行斑马
线再通过马路太麻烦；有的人为了节省时间，开
车、骑车时打电话，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随时存
在。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归根到底是这些
人交通法规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

举步有礼，行走不难。达·芬奇说：“精神
应该通过姿势和四肢的运动来表现。”斑马线
前礼让，看似小事，却体现出一个人的素质。
一方面，应倡导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确保行人安全；另一方面，也应倡导行人快速
通过斑马线和在斑马线口礼让机动车辆，互
相尊重。同时应通过现场执法、摄像头抓拍、
鼓励市民随手拍等，严管重罚机动车在斑马
线、十字路口与行人抢道等违法行为，杜绝车
不让人等不文明陋习。

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若争小可，便失大
道；文明出行，礼让为先。遵纪守法不只是他
人一个美好环境，也是文明礼仪的基本体现。
我们摒弃交通陋习，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
赶路，有“礼”才能走遍天下。

读者 南 星

文
明
出
行

礼
让
为
先 12月8日，数十只野鸭在莲湖戏水觅食。随着我市环保力度的加强，市区鸟类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环境

优美、人居和谐成为亮点。 （记者 方 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