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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本报讯 12 月 16 日，记者从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获悉，扶风县法门

镇离退休干部党总支获得“全国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称号。据悉，此次我省有

3 个集体获此称号，我市仅此一个。

说起扶风县法门镇离退休干部党

总支，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每逢老同

志家中遇到困难、村里架桥铺路、邻里

产生矛盾纠纷……都能看到这个党总

支组织的离退休老党员在行动。一名年

近九旬的老同志有 7 个子女，却无人愿

意赡养他，该党总支得知情况后，立即

召集其子女开会协商，圆满解决了老人

的赡养问题。今年 4 月，这个党总支组

建成立了离退休干部“建设美丽乡村志

愿者服务队”，150 多名老同志踊跃参

与。目前，这支队伍积极宣传扫黑除恶、

助力脱贫攻坚、倡导乡村文明……成为

村组干部的得力助手。

据了解，这个党总支建立了重大

节日必访、有病必访、有困难必访、去世

必访制度，积极为老同志解难题、办实

事。同时，还坚持每月一次集中学习讨

论，并多次组织老党员前往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吸引力。

           本报记者 王怀宇

老 有 所 为 当 先 锋
扶风县法门镇离退休干部党总支获评全国先进

向全市人民汇报

20 年来，他坚守初心，在传承创新

中担当使命，只做品酒一件事，从一名普

通工人成长为国家高级品酒师、高级酿

酒师，多次被评为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

和省级技术能手。

20 年来，他在生产实践中传帮带，

培养出 3 名国家白酒一级品酒师、1 名

国家白酒二级品酒师、1 名国家白酒三

级品酒师、8名省级评酒委员。

他，就是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酒体设计中心组长

林克明。

刚参加工作时，

林克明是勾兑储存

班一名拉酒工人。当

他得知勾评酒员能

用鼻闻、口尝分辨出

酒的品级、优劣时，

就暗下决心，要当

一名勾评酒员，工作

之余开始练习白酒

品评。进入品酒岗位

后，他才发现勾评工

作的门槛很高，需要

极强的专业知识和

技巧。   

为了掌握白酒

品评和勾调技能，他

向书本学，只要一有

空，就到处搜集资料，

认真钻研专业知识，并认真记笔记。同时，

他也在实践中学，当师傅和同事品评勾样

时，他就在一旁仔细观察，别人学一遍他

就学十遍，别人练一小时，他就练三小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学习和刻苦钻

研，让他的品酒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 年，林克明

在陕西省白酒勾调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

第三名，被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

在担任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酒体设

计中心组长后，面对国内白酒市场的激

烈竞争，如何在保持西凤酒传统特色的

同时，开发出满足不同消费者口味的新

产品？林克明带领团队树立“以创新致

匠心”理念，谨记“酒品如人品”的誓言，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先后研发出“凤兼优

雅复合型西凤酒”“红西凤”“旗帜西凤”

“西凤 1915”等产品，仅 2018 年一年，他

就带领团队品评把关出库半成品酒 800

多批次，保障了西凤酒的品质安全。   

林克明用一丝不苟、专注执着、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永不满足的“工匠精

神”，传承了三千多年无断代西凤酒酿造

技艺，彰显了西凤酒悠久的历史文化和

深厚的凤香底蕴，书写了一名西凤工匠

的精彩人生。

品酒品出精彩人生
——记 2019 年“三秦工匠”称号获得者林克明

本报记者 庞文渊

本报讯

数十名农民

工向包工头

讨 薪，双 方

情 绪 激 动，

事态有进一

步激化的可

能……高新

公安分局马

营派出所和

谐路社区民

警闻讯后，第

一时间介入，

迅速化解纠

纷，农民工拿

到了他们的

薪资。今年以

来，我市公安

机关进一步

深化“四单一

图”社区警务

工作模式，尽

可能做到纠

纷矛盾第一

时间化解在

基层，省公安

厅在全省推

广了宝鸡“四

单一图”工作

方法。

“四单一

图”是市公安

局从破解基

层治安治理

难题和拓宽

为民服务思

路出发，对社

区民警任务、

执法、权力、

奖励问责和

工作流程图

进行规范，创

新出的一套适合现代城市基层治

理的新型警务模式。今年以来，我

市公安机关结合新时代“枫桥经

验”，进一步深化“四单一图”警务

工作模式，全市共设立社区警务室

165 个，配备民警 167 名、协警 234

名，划分警务网格 921 个，织密了

安全网格。同时，建立了社区警力

工作+刑侦、经侦、禁毒等警种协

作机制。借力基层组织，初步形成

“政府＋企业＋业委会＋物业公司

＋公安”共建共享格局，使纠纷矛

盾第一时间有人管、警察时时刻

刻保安全。今年 9月，金台区引渭

路社区一小区住户王某家养的大

型犬，追咬了李某的女儿，虽然王

某带小女孩打了疫苗，但小女孩

因害怕再被狗追咬不敢出门。李

某多次去王某家理论让其把狗送

走，却没有结果，矛盾升级。社区

民警闻讯后，耐心给王某讲了大型

犬饲养的相关规定，王某于是将犬

送回农村老家饲养。

           （谢克强）

本报讯 日前，全国爱卫办发布了

《健康城市建设实践案例》，我市和全国

其他 37 个试点城市的健康城市建设经

验一起被推向全国。

健康城市是卫生城市的升级版，

旨在通过完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

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服务，

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健康

需求，实现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发

展。2016 年，全国爱卫办确定在 38 个

国家卫生城市开展健康城市建设试点

工作。3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形成

一些有特色的做法经验，全国爱卫办特

将这些实践经验予以总结推广。

据了解，为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投入

与产出绩效，我市针对城乡居民主要健

康问题，及时编制健康城市发展规划，倡

导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

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

健康产业，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

独特优势，加大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力度，

对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实施精

准干预策略，并进行精细化评价，用相对

有限的投入实现较好的健康产出。

据统计，在全国、陕西省慢性病患

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的大背景下，近 5

年我市 15 岁及以上人群慢性病患病率

下降 2.36 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王兵

本报讯 12 月 17 日，“陕西政务专

递”专用封启用仪式在西安举行，中国

邮政宝鸡分公司等全省 10 个地市邮政

部门、89 个县区邮政部门负责人在分

会场参加仪式。

陕西政务专递主要用于全省各级

政务服务机构、服务对象、审批部门

之间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资料的流转。

由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分公司提供高

效、安全、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将办好

的证件由过来取变成送上门，有效解

决群众和企业往返奔波政务大厅耗时

费力等问题，让企业和群众在办事过

程中少跑腿，甚至不跑腿。

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分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省邮政部门将成立本

级政务专递项目部，做好信息对接和维

护，线上订单的指派、跟踪和预警，以及

邮件运行质量监督，优化作业流程，确

保各个环节高效、安全、稳定，提升政府

部门和办事群众的办事体验，把“陕西

政务专递”打造成陕西政务服务的新名

片、陕西邮政服务的新亮点。 

 本报记者 刁江岭

本报讯 日前，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我市持续推进殡葬基

础服务保障设施补缺

升级，解决群众“身后

事”。截至目前，全市

共投资约 1亿元，先

后新建城市公益性公

墓 10个和农村公益

性公墓287个。 

近年来，我市大

力推动殡葬事业改革，

把提升殡葬基础服务

保障设施补缺升级，

作为解决群众的“烦心

事、揪心事、操心事”的

主要内容用心去办。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

运行向立体节地型发

展，选址、安葬更加注

重生态理念。同时，针

对全市农村实际，结合

群众意愿，采取行政村

单建或联建公墓的形

式，建设统一规范的公

墓，使群众不再为“身

后事”发愁。此外，我市

注重把公墓建设和群

众“身后事”关怀机制

相结合、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大力倡导厚养

礼葬，引导群众文明节

俭办丧事。陇县在修建

公益性公墓的同时，把

农村集体闲置房屋改

造成吊唁大厅，添置过

白事的基本用具，建立

健全一整套关怀服务

规章制度，逐渐形成富

有陇县特色的“惠民殡

葬”服务品牌，受到群

众肯定。

据了解，我市依

据省民政厅实际资助

专项资金帮助大骨节病患者治疗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卫健委

获悉，我市今年采取安排康复治疗专

项补助资金、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差

额补助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减轻了大

骨节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今年以来，我市对膝关节长期变

形、影响行动能力的大骨节病患者实

施游离体摘除或膝关节置换手术。在

新农合报销的基础上，通过对定点医

疗机构实行差额补助，确保接受手术

的患者住院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不低于 80%。此外，我市还在全省率

先推出康复理疗救治措施，由市政府

安排大骨节病康复治疗专项补助资

金，依托镇卫生院，对大骨节病患者

实施中医康复治疗。这一系列措施，

有效减轻了大骨节病等地方病患者

的经济负担，今年截至 11 月底，全市

累计手术治疗大骨节病患者 73 人、

药物治疗 9971 人。

         本报记者 符雅琦

陕西政务专递专用封启用

倡导健康理念  普及健康生活
宝鸡健康城市建设经验被全国爱卫办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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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计划每年争取50个农村公益性公

墓建设项目，2025年建成580个，达到

行政村的50%，2035年实现村村有公

益性公墓。         本报记者 马庆昆

12 月 17 日下午，金台区金河镇
永利村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园广场上
人头攒动、欢声笑语，该镇 214 户贫
困户领到了产业资金分红款。

今年 6 月，金台区农业农村局下
拨 420 万元产业资金，在永利村建起

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园，以此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产业园占地 71 亩，种植
了乳瓜、圣女果等果蔬，目前已见效
益。在当天的产业资金分红大会上，
全镇 214 户贫困户共计领到 29.4 万
元分红款。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贫困户喜领分红款
建设四城

镜头里的
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