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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 妍 杨锦
君 周衍江）扫尘除垢辞旧岁，健康文明迎
新年。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传统的民俗
习惯，有“除陈布新”的含义，寄托了人们迎
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连日来，我市城乡都
在紧张有序开展“干干净净迎新春 热热
闹闹过大年”活动。

“麻花，香甜酥脆的手工麻花…… ”
在丹凤县竹林关镇年货市场，叫卖声此起
彼伏。街道上一排排春联、火红的灯笼，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大雪纷飞中，随处可
见红马甲志愿者在路上扫雪，清理河道沟
渠的垃圾，打扫房前屋后卫生。

“镇上和村上干部帮我们扫路上的雪，下
河清理垃圾，我和妻子很感动，就主动拿着扫
帚一块帮忙打扫卫生了。”拿着扫帚双手冻得
通红的南院村村民陶治满乐呵呵地说。

自“干干净净迎新春，热热闹闹过大
年”活动开展以来，竹林关镇，精心筹备，组
织 500 多名党员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在
河道、国道及高速路沿线、通村通组路全面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按照“户内户外双十
条”标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房前屋

后、院落圈舍、田地林边等卫生清理；沿街
悬挂灯笼 500 多只，摆设花卉作点缀，张贴
兔年年画烘托气氛，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内外兼修”提升村庄颜值。
同时，该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新送福

系列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老
干部、退役军人、环卫工人等，为全镇 700
多户村民发放米面油、日历、春联等，发放
困难群众医疗健康包 760 份，通过院落会、
宣传车、大喇叭等形式，开展“党的声音进
万家”入户宣讲活动 100 多场次，宣传党的
二十大精神、冬季取暖安全等，确保群众温
暖舒心过大年；举办竹林关镇首届年货节，
开展迎春送福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3 场次，
邀请镇内 2 名书法爱好者设台手写春联，
开展“志愿服务送关爱·文明实践树新风”
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50多场次。

1 月 11 日上午，商州区三岔河镇邀请
区文联书法家在三岔河社区移民搬迁小区
广场开展“义写春联进万家”活动。在喜庆
的锣鼓声中，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走龙
蛇，忙得不亦乐乎。一副副墨香四溢的春
联让人称赞不绝，现场暖意浓浓。

镇上召开“干干净净迎新春 热热闹
闹过大年”工作推进会 4 次，动员镇村干部
及广大群众集中开展环境整治。对镇属各
单位、学校、卫生院、项目工地内外进行全
面大扫除，各村组织保洁员、志愿者、网格
员、片长以及公益性岗位人员对李龙路主
干道、河道沟渠、公共区域和畜禽圈舍环境
卫生进行彻底清理。组织群众对各自院
落、房前屋后垃圾杂物进行全面整治，以干
净整洁的环境面貌喜迎新春。

全镇各驻村工作队也为包扶村困难群
众送上米面油、棉被褥等慰问品，用实际行动
让困难群众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商南县富水镇围绕“干干净净迎新春·
热热闹闹过大年”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
动。在各村大力开展“大整治、净环境、迎
新年”村庄清洁专项行动，发动镇村干部、
保洁员、片长、志愿者等对镇区机关、学校、
街道等区域等进行集中清扫整治，对集镇
主干街道实施美化、绿化、亮化提升工程，
努力打造干净整洁村庄环境，确保干干净
净迎新年。

全镇以镇、村、移民小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点）为平台，大力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在镇区大街及各经营商铺集中
开展“文明经营迎新年”活动，通过组织镇
机关、市场办、派出所、交警中队等联合开
展文明执法宣传活动，引导沿街商户不占
道经营，保持街区路面干净整洁，街道秩序
井然。在农村，镇上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重
点人员走访慰问、冬季安全知识宣传等，引
导广大群众注意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
全，倡导低碳环保生活，共同营造“平安富
水”氛围。

同时，该镇还在富水街社区筹备举办
“第四届农民运动会”，通过商南民歌巡演，
舞龙灯、划旱船、唱民歌、拔河比赛等弘扬
商南传统文化。邀请县文联、县书法协会
等书法爱好者到富水街社区开展“迎新
春 送春联”活动。镇政府与阳城驿管委
会联合策划春节期间“迎新春 过大年”文
艺演出，发挥农村乡贤文化队主力作用，开
展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灯展、猜灯谜活
动，在王家楼、富水街、茶坊等村开展年货
网上展卖活动，通过民俗展示、特色农产品
展销，确保人民群众热热闹闹迎新年。

干干净净迎新春 热热闹闹过大年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晓翔 李 妮）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作风太好了!”近日，洛南县四皓
街道党工委收到了抚龙湾社区群众送来的

“助民帮困暖人心·为民服务办实事”的锦
旗。前段时间，四皓街道党工委书记宋少
辉通过“有事就找我”直通热线了解到该村
4 个村民小组 126 户 463 人吃水困难问题，
立即带领专班成员，召开现场工作会，制定
管道铺设方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成
功铺埋管道 3200 米、修建 30 立方米蓄水
池一座，彻底解决了群众吃水困难的问题。

去年以来，洛南县四皓街道创新机制、
转变作风，通过“有事你找我”服务直通车

平台架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帮助群众
搭上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直通车”，努力
解决群众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着力推动四
皓街道社会秩序平安稳定。

为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四皓街道组建
一组一办两专班，成立“有事你找我”联系
群众直通车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分析研
判”“督查回访”两个专班，对群众反映的事
项进行统计分析，分级分类分流管理，坚持
跟踪督查和事后回访，确保小事当天交办、
周内解决、落实到位。建立“一册两单一本
账”制度，为每名班子成员印制“有事你找
我”联系群众直通车工作纪实手册，实行交
办单、交账单两项制度，确保接报、交办、落

实、回访每个环节记录在册、形成闭环，督
促压茬推进落实。对于上级领导交办的由
书记、主任直接落实，对于街办领导接报交
由分管领导直接落实，对于分管领导接报
的交由党支部书记直接落实，形成一级向
一级负责、一级向一级交账的接报交办、办
结交账制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
实。开展“11574”机制遍访民情，各包片村
居干部每周五利用 1 天对所包片区村组所
有农户进行遍访，包村干部每周对各村居
走访情况进行 1 次汇总，围绕社会治理、防
返贫监测、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民生保障
五大领域存在问题，聚焦信访问题、社会治
安、老人住危房、收入不达标、公共设施安

全、民生保障和突发困难 7 个方面，面对面
倾听群众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坚持

“三心三访”，对每一件群众诉求，由接报领
导进行分析研判，按照“放心户、关心户、连
心户”给反映人“贴标签”，对于“放心户”进
行事后回访，对于“关心户”实行每月走访，
对于“连心户”实行每周随访，确保问题解
决到位、跟踪回访到位，竭尽全力解决好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目前，共接
到上级交办事项 28 件、群众反映事项 15
件，主动下访发现 23 件，其中化解矛盾纠
纷 39 件、办结信访投诉 22 件、收到发展建
议 3 件、查处党员干部违纪 2 件，全部按期
办结、群众满意。

四 皓 街 道 架 起 服 务 群 众“ 连 心 桥 ”

本报讯 （记者 王江波）日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联合
印发《关于认定长安大学科技园等 6 家省级大学科技园的通
知》，商洛学院大学科技园成功获批为省级大学科技园。

本次省级大学科技园由省科技厅、省教育厅联合组织评
审认定。经各高校申报、地市推荐、线上答辩、专家评审等环
节，最终认定依托长安大学、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理工大学、安
康学院、商洛学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建设的 6家大学科
技园为“陕西省大学科技园”。

省级大学科技园是以高校为依托，将大学科教智力资源
与市场优势创新资源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教育、经济融通和
技术融合的重要平台，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高等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适应市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
种途径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金融投资
平台建设、高校学生实习和实践基地建设，为入园企业提供全
方位、高质量的服务，推动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科技
创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和开放协同发展。

商洛学院大学科技园

获批省级大学科技园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小芳 刘玉琪）2022 年 12 月 28
日，省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检察院、省法院、省教育
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6家单位正式命名我市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基地为“陕西省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该基地位于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七楼，占地1062平方米，设
有2个厅6个展区。基地建设主要依托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统筹
未检办案和法治宣传两大功能，建成集工作
性、教育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未成年人
保护平台。自2022年3月正式启用以来，常
态化开展法治教育活动，运用参观讲解、实践
体验、法治教育课等形式向青少年进行法律
宣传、犯罪预防和自护教育，接待在校学生等
未成年人参观12场次1000多人。

市人民检察院将以此次命名为契机，
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基地的普法功能，进一
步加强检校合作，协助学校开展法治教育、
学生保护、犯罪预防等工作，为推进依法治
市贡献检察力量。

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地荣膺

陕西省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江炜）近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对 15名陕西省“新时代马锡五式好
法官”和 10 个“枫桥式人民法庭”予以表彰，商洛中院民一庭
法官王金新被评为陕西省“新时代马锡五式好法官”，商州区
人民法院沙河子人民法庭被评为陕西省“枫桥式人民法庭”。

王金新现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四级高级法
官，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涉诉信访工作先进个人”，被
市委、市政府授予“商洛市先进工作者”，被市委宣传部等 6部
门授予“商洛市最美法官”。工作 27 年来，他扎根秦岭山区，
心系群众、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在审判中坚守初心、在工作中
乐于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秦岭山区法官的责任与担当、选
择与坚守。近 3 年来，个人办理民商事案件近 300 件，案件质
效持续位居全院前列，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位于秦岭腹地、丹江河畔的商州区人民法院沙河子人民法
庭，以护佑大美秦岭、服务千家万户为己任，创新推出“3345”家
事审判模式，大力实施“守未计
划”，探索设立“助企法庭”，不断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注
入新内涵新动力，用秦巴山区的

“小法庭”诠释司法为民的“大情
怀”。近年来，法庭分别获评“全国
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
省十佳人民法庭”“三秦最美法庭”
等称号，并荣立“集体一等功”。

商洛法院再获省级表彰

△近日，丹凤公路段开展“迎新春办实事走基
层送春联”活动，邀请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
为道班职工书写春联、福字200多份。

（本报通讯员 张晓红 摄）

岁 寒 送 暖 情 意 浓岁 寒 送 暖 情 意 浓

▷1月13日，商洛日报社联合商洛彩虹公益
中心以及西安市蒲公英慈善公益中心给商南县金
丝峡镇二郎庙村60岁以上老人送去了棉被、床上
四件套、血压计、唱戏机等物资，给他们送去了关
怀和温暖。当天，商洛日报社班子成员还看望慰
问了村上的重点监测户及困难群众，并给他们送
去了慰问金。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1月14日，正值北方小年。商州区义工联
合会志愿者前往大荆、腰市镇看望3户帮扶家庭，
为他们送去市红十字会和商州区义工联合会的
慰问品米、油、蔬菜包、糖果小食品等。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田 雨）受强冷空气影响，1 月 13 日
中午开始，陕南地区陆续降雪。为确保春运期间所辖公路安
全畅通，1 月 13 日至 14 日，福银高速商漫段相关单位第一时
间组织出动应急保畅人员和设备，连续两日昼夜不间断开展
除雪保畅作业，保障广大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根据气象部门降雪预警信息，陕西交控商漫分公司提前部
署，安排除雪车辆、物资及保畅人员。面对除雪保畅任务重、时
间紧的困难，分公司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巡回作业，
并根据路况、雪情变化随时调整除雪设备使用方式和除雪路
段，全力缓解道路积雪结冰状况，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正常通
行能力。本次共投入除雪车 16 台班、工具车 13 台班，消耗固
态融雪剂 109.5 吨，液态融雪剂 21 吨，除雪作业人员投入 134
人次。交警部门积极开展车辆分流、人员车辆救援、临时交通
管制等工作。志愿者服务队全力服务滞留司乘，及时向广大司
乘提供路况信息，并配备热水、方便面、鸡蛋、面条、修车工具及
简易医疗物品等应急物品，在收费站开辟母婴室、休息室，方便
哺乳期女性和孩子休息，受到了群众好评。

昼 夜 除 雪 保 畅 通

护 航 春 运 回 家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