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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书院艺术家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讯 4 月 21 日上午，宝鸡市

文艺界学习贯彻“增强文化自信 推

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第六期培训

班开班暨金台书院艺术家创作基地

揭牌仪式在金台区举行。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武勇超为基地揭牌。

本期培训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主办，来自市作协、市剧协、市美

协、市书协、市音协、市摄协、市曲协

等十四个协会的 30 多位艺术家参加。

在当天的活动中，大家系统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我市“增强文化自

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围绕

如何打磨艺术佳作、助力宝鸡建设区

域文化中心进行座谈。

据了解，这次系列培训活动从 4

月 1 日开始至 4 月 21 日结束，共组织

全市文艺界代表分六期在九龙山、周

原、太白山、九成宫、关山草原、金台

书院艺术家创作基地进行培训。
本报记者 麻雪

社区服务，细致才能贴心
柳玫玫

受疫情影响，往年在春季举办
的 各 类 现 场 招 聘 活 动 今 年 少 了 许
多，这给一些求职者带来了不便。金
台区西关社区急群众所急，将收集
的用工信息梳理后在辖区 18 个小
区门口张榜公布，打通群众就业“最
后一公里”，这虽是个小事情，但把
实事好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值
得为之点赞。

社区工作面对的是群众“衣食
住行、柴米油盐”这样的小事，这些
看似简单、琐碎的生活小事，却和群
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直接决定着
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闲暇时间
想 唱 唱 歌、跳 跳 舞，家 门 口 就 有 合
唱团、舞蹈队 ；空巢老人，有社区志

愿者关怀、照顾 ；利用信息手段，搭
建线上平台，方便群众办理有关事
项……这些举措，回应群众关切，解
决现实问题，彰显了为民服务的理
念。社区服务要让群众满意，必须落
到实处，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耐心
细致把群众关心关注的每一件小事
做好。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文明城市创
建的基础。
只 有 把 服
务 不 断 做
细做实，才
能 让 群 众
生 活 更 加
和谐幸福。

金台区西关社区 ：

用工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西关社区

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在辖区 18 个人

口密集小区的门口，设置“抗疫情

助复工稳就业 最新用工信息推荐

牌”，将用工信息送到家门口，受到

群众称赞。

西关社区位于我市老城区，流动

人口较多，受疫情影响，目前一些灵

活就业人员在家待业。为解决辖区群

众就业难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与有相

关资质的宝鸡用工网站合作，梳理用

工信息，在辖区 18 个小区门口设置了

信息推荐牌，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

公里”。

家住西关社区宝福路 171 号院

的杨根生今年 50 岁，平时靠打零工

为生，今年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待

业。前几天，社区工作人员将最新的

用工信息发布在推荐牌上，杨根生

赶紧上前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我

正发愁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没想

到社区就把招聘信息公布到家门口

了。我刚看到了几个满意的岗位，一

会儿打电话咨询一下。”杨根生高兴

地说。

记者看到，推荐牌上公布了十多

条用工信息，涉及销售顾问、项目经

理、质检员、保安等岗位。“这些信息

都是经过我们审核的，群众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我们会及时更新招聘

信息。”西关社区党委书记翟茹莘说，

这项活动将常态化开展，让群众就业

门路更宽。 

     本报记者 秦玮玮

战疫情促复产 服务经济发展
—— 市税务局多举措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余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税务局

严格贯彻落实税务总局税收优惠政策落

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

务大局要尽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的

“四力”要求，结合实际推出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之“战疫情促复产 服务经济发

展”专项服务活动。着力提升纳税服务质

效，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实现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税务力量。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
让服务更省心

为避免疫情期间纳税人聚集，最大

限度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全市税务系统

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积极扩

大网上办，持续推进线上办，深化应用

“码”上办，不断扩展掌上办，让少走马

路、在线互动、移动办税等成为常态，充

分利用电话、微信、QQ 等线上方式，为

纳税人提供涉税（费）咨询解答和辅导，

引导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

机、手机端办理涉税（费）业务。

发票免费邮寄——
让服务更贴心

“税务局真的太贴心了，疫情期间，

镇上往县上的班车一天只发一趟，我还

愁这发票快用完了咋去领呢，结果他们

就给寄过来了，还不要邮费……”麟游县

两亭镇小琴商店的马小琴感激地说。

疫情发生以来，市税务局联合市邮

政部门从 2 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发票免费寄递”服务，时限由原来的 3

月 31 日再次延长至 6 月 30 日。截至目

前，已为纳税人免费邮寄发票近万份，受

到纳税人好评。

便民办税小呼中心——
让服务更有心

4 月 1 日，市税务局“便民办税小呼

中心”热线电话 3212366 开通试运行，坚

持“打得通、答得清、办得好”服务理念，

通过自动语音播报、人工接听、短信发送

等咨询服务方式，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

税费政策咨询、涉税投诉和举报等服务，

有效缓解纳税人办税缴费过程中存在的

“急难痛堵惑”等问题。

推出“码上知” ——
让服务更走心

面对疫情大考，陈仓区税务局研发

推出“码上知”服务，将疫情防控税费优

惠政策、电子税务局常用功能、个人所得

税汇算清缴等热点税费政策和办税缴费

操作进行梳理整合，由税务干部录制成

讲解短视频，制作成二维码推送给纳税

人，实现税费政策和办税操作讲解即时

扫码精准辅导，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让服务更暖心

“税务局送来的大红包真是太好

了!”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在接受完税务干部王剑的“一对

一”精准辅导后如是说。疫情发生以来，

国家先后出台 4批 21 项税费优惠政策，

市税务局强宣传、重落实，各县（区）税

务局成立疫情防控纳税服务团队，建立

《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纳税

服务台账》及 94689 户应享受支持疫情

防控税收优惠

政策的纳税人

清册，逐一确定

每户纳税人可享

受的具体条款，

精准宣传，逐户

辅导，确保纳税

人应知尽知、应

享尽享。

引渭渠之痛: 一路悲壮一路惋惜
本报记者 朱百强

沿宝鸡峡大坝东行，引渭渠边第一

个村子是金台区硖石镇林家村，这个村

有“英雄村”之称。 

4月 16 日，记者来到这个村，看到

有些村民的房子就盖在引渭渠边，村委

会门前就是水流湍急的引渭渠。村党支

部书记李季说，他是 2019 年 8月 26 日

来到林家村任职的。那天，村上正在开

“两委”会，一位老妇人突然掉到渠里。听

到有人呼喊，参会人员冲向渠边，并追赶

着进行救援。后来，还是村党支部委员林

会军跳入渠中，在大家的帮助下，将落水

者救了上来。

“引渭渠有 4米多深、8米宽，加之

渠坡光滑，人一旦掉下去，要自救，很困

难。为减少事故，村上专门在渠边配置

了救援物资箱，箱里备有绳子、铁钩等，

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李季告诉记者，

引渭渠建成通水的几十年来，村里人从

渠里救出的落水者有 130 人，其中本村

人掉进渠里的有十几个，大多数是路

过此地的外地人，为此林家村也被称为

“英雄村”。    

站在引渭渠边，记者望着东流的渠

水，思绪万千。是啊，引渭渠是一条惠民

渠，它给人民带来了福祉。自从修建了

它,我省渭北 14 个县区 282 万亩农田

净增粮食 4000多万吨。但同时带给沿渠

的居民却是喜忧参半，五味杂陈。因为这

条渠在解决灌溉问题、造福百姓的同时，

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1988 年 1 月 30 日，金台区五星村

村民张宝生和市邮电局投递员任培文为

救一名掉入渠中的小学生，张宝生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1991 年 2 月 22 日，为救一名掉入

渠中的小男孩，宝鸡师范学院 88级外语

系学生任培不幸遇难，年仅 21岁。

2008 年 9 月 24 日，一青年男子掉

入渠中，来宝鸡打工的江苏青年殷健跳

入水中营救，不幸遇难。 

2010 年 1 月 27 日，在引渭渠金台

区代家湾段，为救一名 5岁的儿童，景华

驾校学员冯军政、黄船钉却被滚滚的渠

水冲走，再也没有上岸。

张宝生、任培、殷健、冯军政、黄船

钉……一个个闪亮的英雄名字，都与引

渭渠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引渭渠有多

长，就有多少伤感的故事发生。因此，有

群众称引渭渠为“英雄渠”。据我市相关

部门统计，引渭渠宝鸡段平均每年都会

发生8至10起落水事故，10余人丧生！ 

记者在高新区千河镇产东村采访

得知，这个村的村民杨仓绪从 1986年以

来，在家门前的渠中就救出过 22人，被

称为“救人专业户”。 

当然，引渭渠溺水事件发生有多种

原因，其中有不慎落入渠中的，有厌世轻

生的，也有为救人而牺牲的。但是无论何

种原因，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湍急的

渠水冲走，人们还是会感到惋惜，心里平

添几多悲凉。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引渭渠成为

隐患渠，为什么不做好防护措施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这条

渠始建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

主要是为解决灌溉问题的，受资金等各

种因素制约，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安全

防护设施，这种先天不足就成为引渭渠

沿线群众的安全隐患。加之作为服务农

业的公益单位，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

管理局主要收入是灌溉水费，还要按照

国家有关“三农”政策予以减免补贴。

引渭渠点多线长，防护管理难度较大。

同时，随着城市的扩大，原先处在旷野

中的引渭渠如今已近在眼前。常在渠边

走，安全问题随之增加！

沿引渭渠一路东进，湍急的水流从

繁华的市区流过，途经陈仓、岐山、眉县、

扶风进入杨陵、咸阳。宝鸡作为渠首，长

度为 127 公里，几乎占到引渭渠总长度

的一半。因此，我市相对其他地市，安全

问题更为突出。

目前虽然引渭渠一些地段安装了

防护栏，但还远远不够……

陇县奶山羊规模养殖引关注
获评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陇县国家奶山羊规

模养殖标准化示范区项目”被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评为农业农村及新

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农业农村标准

化试点示范项目数量达到 27 个。

陇县奶山羊规模养殖标准化示

范区以提升全县奶山羊规模化、标准

化养殖水平和提高奶山羊生鲜乳质

量安全水平为目标，围绕奶山羊规模

化养殖过程中良种繁育、饲草饲料、

疫病防治、饲养管理、乳品质量安

全、粪污资源化利用、奶山羊场综合

管理等环节，建立奶山羊规模养殖标

准化综合体，推动陇县奶山羊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项目建设期为 3

年（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届

时将建成三个万只、十个千只、二十

个 300-500 只、三十个 200 只以上

的标准化奶山羊规模养殖场 ；建成

紫花苜蓿优质饲草基地 10 万亩 ；集

成推广 20 项奶山羊规模养殖技术规

范；培训奶山羊养殖场户 3000 人次；

制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通过标准

化示范引领，创新标准服务，不断增

强农业农村标准化推动力和吸引力，

为实现农业优质高效发展、农民增产

增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王玲

评
快

身边蜿蜒的
引渭渠 ( 之二)

（上接第一版）

要以文化提神增韵。文化是城市的
血脉和灵魂，赋予一座城市独特的风貌。
有着 2770 多年建城史的宝鸡，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丰富灿烂的文化，是宝鸡
最珍贵的财富，也为城市建设赋予了更
多素材和灵感。我们一定要把城市现代
化建设与文化记忆延续有机结合起来，
在合理更新中保持城市文化个性，留住
城市记忆。要在做好传统历史文化街区
及老建筑合理保护的同时，将周秦文
化、工业文明、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文
化元素融入到城市门户、主要街区、公
园广场中，不断增强人们对宝鸡城市文
化的识别度、认同感、归属感，不断激发
干部群众热爱城市、建设美好家园的热
情和动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市上下要
高点定位，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城
市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把城市建设得更加宜居宜业，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把宝鸡
打造成极具魅力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副
中心城市。

（上接第一版）

监管 执法 考核
数字化城管显“神威”
现代化城市管理已经成为文明都

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化城管

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截至 2019 年

上半年，我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平台共受

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235 万件，立案

160.9 万件，结案 150.4 万件，结案率

93.47%。

张苏维是一名城管监督员，每天

沿着辖区街道巡查。前几天，她发现一

处栏杆破损，便用随身携带的警戒线

将四周围住，拿起“城管通”拍照，注明

详细地址，上传到数字化城管系统。工

作人员立即将维修任务指派到相关部

门，联系专业人员进行修复。设施修复

后，城管监督员还要拍照上传，工作人

员进行“销号”。张苏维说，利用科技方

法管理城市，覆盖广，更精细，她对此

深有感触。

目前，全市形成以 80 名城管监督

员为主，2800 名环卫工人、300 名城

管执法队员和“12319”热线、“宝鸡智

慧城管”微信公众号为辅的 5 种城管问

题信息发现上报机制，实现了监督全覆

盖，即使是城区最隐蔽的犄角旮旯，也

逃脱不了监管者的眼睛。

数字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相结

合，是城市管理的法宝。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工作人员说 ：“我市已经成为

全数字化城管城市，由市级平台统一

高位监管，在县域管理范围推行数字

化管理，使问题发现更为及时，问题

处置时间由传统的几天甚至几十天缩

短到几小时。”

整洁 靓丽 舒适
未来的宝鸡更美丽

一场大风令枯叶飞舞，落满街巷，

环卫工人及时清运，使街道很快恢复

美丽“容颜”；市区街道持续实施绿化

亮化工程，每条街就是一道风景线，每

片小空地都建成了游园 ；打造花海、建

造景观，渭河宝鸡段、金陵河沿岸美化

提升……

“我到过不少地方，咱宝鸡的城区

环境很好。”提起宝鸡的城市管理和生

活环境，市民郑再民非常激动。

未来，宝鸡的城市环境什么样？

“城市更整洁，绿化更灵动，环境更舒

适，管理更智慧。”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负责同志说，今年，我市将全方位设计

规划市区清姜路提升改造、东风路提升

改造、宝鸡大剧院南侧渭河公园景观绿

化、陈仓区南环路绿化提升、主干道隔

离栏花箱设置、城市花箱提升、渭河宝

鸡段生态美化提升、市区苗圃建设等绿

化美化工程，确保这些项目展示出宝鸡

特色，提升城市品位。

城市管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群众

生活。今年，我市还将针对出店经营、便

民摊群点、早夜市、广告牌匾、共享单车

5 个方面，持续开展城市环境整治。加快

推进“城市驿站”建设，探索“城管+ 公

安+ 住建”一体化执法模式，进一步提

升执法水平。继续提升园林绿化水平，

加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抓好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PPP 项目建设，完成医疗废物

TOT 技改扩建项目，巩固全国文明城

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随着国际交流不断增多，宝鸡人

有了向世界一流看齐的魄力和底气。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的

过程中，宝鸡将进一步探索城市现代

化管理方法，瞄准世界水准，奋力追

赶超越，把宝鸡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现

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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