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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本报讯 近期，我市阴雨天

气较多，昼夜温差较大，感冒患

者增多，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居

多。医生提醒，要注意保暖，尽

量少去人多的地方，感冒症状

明显时应及时就医。

10 月 24 日上午，笔者在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看到，候

诊的患者排起了长队，其中大

多是老年人。今年 63 岁的刘女

士说：“最近一直头疼、咳嗽，

在药店买了好多药，吃了也没

有明显好转。”随后，笔者在市

中心医院急诊科输液室看到，

输液的大部分都是孩子。一位

护士说：“最近，每天前来就诊

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有 20 个左

右，其中感冒患者占一多半，主

要是老人和小孩。”

据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王惠霞介绍，近期，门诊接

待患者较前段时间多了不少，

最多一天接待近 100 人，大多

是感冒发烧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疾病，其中三分之二是老年人。

“秋冬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

发期，最近由于降雨多，昼夜温

差大，老人和小孩自身抵抗力

差，容易患上感冒。”王惠霞同

时提醒说，大家应及时添加衣

物，家里多开窗通风，老人和小

孩要勤洗手，清淡饮食，尽量不

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在症状明

显时应及时就医。     （罗琴）

本报讯 一夜大风吹过，轻盈的

雪花像白色的精灵一样慢慢飘落。

10 月 23 日晚上到 24 日凌晨，我市

出现大风降温降水天气，共有 8 个县

区最大风力达到 6 级，同时局部地区

出现降雪天气，24 日平均气温下降

6℃到 8℃。

10 月 24 日迎来“霜降”，这是秋

季最后一个节气。笔者从市气象台获

悉，受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10 月 23 日夜间开始，我市

出现降水、降温天气，10 月 24 日零

时开始，全市出现 4到 6级的偏北风，

有 8 个县区的最大风力达到 6 级，其

中陇县和眉县的最大风速达到 13.3

米/ 秒。伴随着大风，全市普降小雨，

南部秦岭山区、陈仓西山、陇县关山

则出现雨夹雪或小雪天气。

据市气象台预测，大风天气结束

后，10 月 25 日到 26 日清晨，我市

将出现霜冻，川塬区最低气温 4℃到

6℃，南北山区最低气温 0℃到 2℃。

 （李晓菲 卢晔）

本报讯 10 月 24 日，我市

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在市区经

二路上，环卫工人却在给绿篱

浇水，过路市民对此表示不解。

渭滨区园林环卫处工作人员解

释，新补植的苗木必须浇透，仅

靠雨水是远远不够的。

当天上午 10 时，笔者在市

区经二路东段看到，绿化带旁停

着一辆浇灌车，环卫工人正在给

绿篱浇水。当时正下着小雨，过

往市民见状纷纷不解：“这不是

多此一举、浪费资源吗？”为此，

笔者采访了渭滨区园林环卫处。

据绿化科工作人员说，每年春秋

两季，他们都会进行苗木补植。

近期，他们在渭滨区主干道的绿

化带中补植了红叶石楠、小叶女

贞、龙柏等植物，对这些新补植

的苗木，必须把水浇透，至少要

深度喷灌 3次，才有利于植物健

康生长。当天虽然下着小雨，但

雨量并不大，地面是湿了，地下

土壤却未湿透，苗木根部没能滋

润到，所以还需要深度喷灌。

  （罗琴 符雅琦）

为扎实推进我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把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要求落到实处，决定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30 日，在全市开展“开门

纳谏解难题”活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建议，着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

体问题。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将对受理的问题梳理归类、建立台账，

对能够解决的问题督促有关方面整改

落实。

受理时间：工作日（周一到周五）

8：30-12：00  14：30-17：30

受理电话：0917-3263543

受理邮箱：bjsbwcx@163.com

中共宝鸡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开展“开门纳谏解难题”活动的公告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气温骤降 感冒患者增多
医生提醒：注意保暖，少去人多的地方

“现在办税太便捷了！电子税

务局办税不用排队，旁边不但有税

务局工作人员讲解，还有红马甲志

愿者协助，我们报税的效率大大提

高了。”宝鸡辉杨冠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张晓萍说。

进入渭滨区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一眼可见穿着红马甲的纳税服

务志愿者，他们“一对一”辅导纳税

人办理业务，“手把手”帮助纳税人

操作电子税务局，“心贴心”服务每

一位纳税人，以高效务实的服务赢

得了纳税人的肯定和点赞。

渭滨区税务局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将提升纳税人获得感作为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的试金石。针对

征期纳税人办税拥挤、个别纳税

人操作不熟练等现象，开展“有困

难找红马甲”纳税服务大提升活

动，全面升级办税设备，增设 10

台外网电脑，方便纳税人用电子

税务局办理涉税业务。10 名专业

机构纳税服务志愿者身穿红马甲

进驻办税服务

厅，协 助 纳 税

人办理涉税业

务，提 高 了 办

税 效 率，受 到

纳税人的赞许。
（国静 雪梅 

昭妮）

渭滨区：

“红马甲”服务办税人

本报讯 10 月 24 日下午，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九巡回指导组举行“向身边先进典

型学习”报告会，向小组全体成员及

其联系的 14 个单位 200 多名党员

干部，作了一堂生动的报告。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提高学习层

次、丰富学习内涵、拓宽学习视野，

市委主题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特邀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陕西宝鸡专用

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宝和，第五

届陕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太

白县扶贫办主任宋建峰和第五届陕

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管理部主任贾

宏峰，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及所

思所学所感，生动讲述初心使命故

事。报告会上，3位讲述人的报告生

动感人，彰显着忠诚、执着、朴实，反

映出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

意志和信仰，精彩的报告赢得了与会

人员的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唐君恺

本报杨凌 10 月 24

日电 杨凌农高会是名

优农特产品集中展示

的平台。连日来，宝鸡

展馆人流如织，现场交

易活跃。记者了解到，

截至 10 月 24 日下午 4

时闭馆，宝鸡展馆内的

名优农特产品现场成

交额已超 120 万元。

本届农高会上，来

自我市的千余种名优

农特产品吸引了上万

人次参观。在宝鸡展馆

内，陈仓的金丝皇菊、

扶风的苹果、眉县的

猕猴桃、陇县的奶粉等

受到参观者的喜爱，其

中，陈仓区丰禾种植专

业合作社推介的金丝

皇菊参展三天销售额

达 3万元。农高会上，我

市不仅农产品销售火

爆，特色手工艺品也受

到追捧。在陕西省妇联

展厅，岐山县萍萍刺绣

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围满了参观拍照的人，

只见女工杜亚萍坐在织布机前，双脚轻踩

踏板，双手操纵机杼，穿梭往复，动作娴熟

且优美。据了解，本届农高会，来自我市岐

山、凤翔、千阳的“西秦绣娘”，携上百种手

工艺品参展，三天销售 2万元。 

此外，我市各参展单位还积极把握商

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陇县奶粉、

西凤酒分别与客商签订了 20 万元的意向

代理合同；太白蔬菜、眉县猕猴桃分别与

客商签订了 10 万元的采购合同。
本报记者 岛茜

农高会三天来——

宝鸡农特产品交易额超120万元
向先进典型学习
向身边榜样看齐

市委主题教育第九巡回指导组举行报告会

交警上路保畅通

下雨天咋还给绿篱浇水？
园林部门释疑：补植苗木需深度喷灌

昨日我市平均气温下降 6℃到 8℃

“西秦绣娘”杜亚萍巧手织布引围观

交警在 212 省道秦岭段执勤   （凤县交警大队供图）

本报讯 10 月 24 日，凤县、陇县、太

白县局地出现降雪，相关县公安交管部门

立即行动，加强路面巡查管控，目前道路

畅通。

10 月 24 日凌晨，凤县、陇县、太白县

局地飘起了雪花。笔者从凤县交警大队了

解到，截至上午 8 时，212 省道秦岭段路

旁积雪达 2厘米，路面未出现积雪。针对过

往车辆多、易打滑的情况，凤县交警大队立

即采取措施，加强路面巡查管控，并通过微

信、微博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提醒广大驾驶

员减速慢行。太白县交警大队民警称，由于

降雪，244 国道潘太公路及姜眉公路路面

湿滑，过往车辆行驶缓慢，目前道路畅通，

未出现落石等情况。陇县交警大队民警告

诉笔者，此次降雪范围仅限关山草原，县城

并未下雪，他们加大了对景区路面的巡查

管控力度，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王菁）

大风吹过雪花飘

昨日，太白县迎来降雪，引来市民、游客欣赏。    解若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