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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眉县供电公司

义务上门解民忧
贴心服务增温度

3 月 14 日，国网眉县供

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主动

上门，帮助汤峪镇上王村村

民解决用电问题，以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

宗旨，获得群众连连称赞。

“家里的线路和开关偶

尔会有‘嗞嗞’的声音，漏电

保护器也出现过几次问题，

我一个人在家提心吊胆的。”

当天，一见到服务队工作人

员，李大爷赶忙“诉苦”。日

前，在了解到汤峪镇上王村

李大爷家有用电不稳的情况

后，该公司张思德（点亮郿

坞）共产党员服务队作为服

务基层的先锋力量，第一时

间上门服务，积极解决群众

用电问题。通过检查用电设

备以及线路，队员们发现老

人家中的线路有老化现象，

他们当即更换了 2 处线路，

紧固了 4 处结点，并将随意

甩在地上的插板固定在墙

上，确保用电安全可靠，还耐

心叮嘱老人用电注意事项和

日常用电常识。“你们想得真

周到、真仔细，我都不知道说

啥好了，太谢谢了。”服务队

员离开前，李大爷握住队员

们的手一个劲儿点头感谢。

据介绍，该公司张思德

（点亮郿坞）共产党员服务队

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和群众

身边，紧扣电力行业工作职

责，切实解决群众用电过程中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3月以

来，共产党员服务队亮身份、

作表率，深入各类用电现场，

为太白山旅游景区、唐镇等

重点客户排查用电安全 8人

次；前往村组农户，服务春耕

春灌、支持乡村振兴12人次；

义务为孤寡老人、留守家庭上

门服务6人次。以实际行动架

起了企业与客户的“连心桥”，

彰显了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张丽丽 李晓菲）

陈仓区坪头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消除卫生死角
打造美丽乡村

本报讯 （宋文君）3

月 14 日，陈仓区坪头镇的

主干道、通村路上一群“红

马甲”正沿路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见右图）。当天，

他们对全镇 14 个村的房

前屋后和道路两边三堆杂

物、垃圾进行了清理，消除

了脏乱和臭味现象，共清

理垃圾杂物 2吨多。

据了解，坪头镇将用

15 天时间抢抓春季绿化

有利时机，不断打造人居

环境整治亮点和全域旅游

小景点，实现镇域环境大

变样。14 日，各支部共出

动 170 余人，主要针对环

卫设施配置与管理不到

位、310 国道沿线绿化美

化、乱搭乱建、房前屋后

“三堆”、河道垃圾、畜禽养

殖排污、卫生死角及背街

脏乱差等十个方面问题展

开集中整治。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风采第七届宝鸡市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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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为 11
名 市 级 道 德 模 范 代
表 发 放 了 首 批 宝 鸡
市道德典型礼遇卡，
让他们在社会上享受
相应的礼遇和无比的
尊荣。这是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发挥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榜
样引领作用的有益尝
试，有利于营造崇德
向 善 的 浓 厚 社 会 氛
围，让做好人干好事
蔚然成风。我们为这
种做法叫好！

我们经常说成风
化人，其实就是通过
倡导树立一种社会风
气来影响、教育感化
社会大众。“成风”是

“化人”的基础，而“化
人”又是“成风”的目
标，两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宝鸡多年持
之以恒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通过各种公益
志愿服务活动，让生
活、工作在这座城市的群
众人人参与创文，不断受
到文明的浸润、道德的滋
养，特别是持续深入开展

“推荐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评选等活动，在全社会
形成了道德模范、各类好
人受人尊敬的良好风气，
好风气就会滋养更多人的

心田，引领大众做模
范当好人，让凡人善
举层出不穷。

这些年，我们身边
涌现出很多道德模范、
各类好人，每个人的身
上都有感人的事迹，他
们是传递社会正能量
和引领社会新风尚的
典型代表。市委文明办
印发了《宝鸡市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礼遇帮
扶实施办法（试行）》。
其中明确，历届全国、
陕西省、宝鸡市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历
次“中国好人”“陕西好
人”“宝鸡好人”称号获
得者，可享受就医免挂
号费、免费体检、免费
乘坐公交车、免费参观
市内 3A 级以上景区等
礼遇。这一份份礼遇，
让道德模范、各类好人
感受到荣光、感受到价
值、感受到温暖，也会
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学
模范，从而形成人人向

善的主流风气。
让那些助人为乐、孝

老爱亲、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老有所为的道德模范、
各类好人不仅有荣誉，更
有礼遇，这是厚植宝鸡文
明沃土的生动实践，让更
多人学习身边好榜样，为
城市文明增光添彩。

* 罗健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1200411086012。

* 杨 菊 花 丢 失 残 疾 人 证， 号 码 为：

61032719551228462921。

* 宝鸡市金龙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

证，号码为：J7930004570201。

* 宝鸡市梦之品茶叶有限公司丢失公章一枚。

* 许 凤 莲 丢 失 残 疾 人 证， 号 码 为：

61032219610124332331。

* 凤翔县东大街莉莉服装鞋帽店丢失营业执照副本，

号码为：610322620043694。

* 宝鸡市金台区永升商店丢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副本，号码为：610303130963。

* 宝鸡久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证，号

码为：J7930007690202。

满腔热情育桃李
——记第七届宝鸡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郁娟

宝文

她在教学岗位上始终默

默耕耘、勤勉工作，赢得了领

导的信任、同事的尊重和学生

的爱戴；她热爱教育事业，努

力研究新时代教育教学工作

的新思想、新要求、新做法；

她关爱每一位学生，设身处地

为每一个孩子着想，这也是她

作为班主任的坚定信念。所带

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教

学质量名列前茅。她就是李郁

娟，宝鸡实验小学教师。

李郁娟，1977 年 4 月生，

1996 年参加工作。从教以来，

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在学思践

悟中更新知识结构，在言传身

教中强化师德引领，不断提升

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以满腔热情和无私爱心做好

教育教学工作。

李郁娟业务精湛，教学

认真。以多种方式在班级开

展互帮合作学习活动，力求

精讲多练方法有效、自主合

作学得快乐、人人参与效果

理想，组成了书写、朗读、演

讲、习作等兴趣小组，形成了

善于探究、勇于表现、乐于

交流的学习氛围。在日常教

学中，李郁娟主动加班加点

给有病有事请假的孩子补落

下的文化课，不让每个孩子

在学习和行为习惯养成上掉

队。2020 年，她不慎扭伤腰

部，医院诊断为腰肌劳损和

椎间盘突出，她忍着疼痛继

续上班 ；2021 年，在课间操

带学生下楼梯时，脚踝韧带

撕裂，她拄着双拐，没有耽搁

学生一节课。她在各种综合

活动中充分培养学生的主体

能动性和爱国责任感，在班

级文化建设上，变废为宝、巧

妙利用废旧物资，装饰布置

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教室

文化墙 ；在家校协同育人上，

对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孩

子，她会付出更多的爱心和

时间 ；开展丰富多彩的班队

活动，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自

掏腰包，带领学生去陈仓区

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去宝

天铁路英烈纪念馆扫墓，祭

奠英烈 ；去军区干休所慰问

革命老干部。

李郁娟先后荣获“金台区

十佳辅导员”“宝鸡市少先队

改革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少

儿书信文化活动优秀辅导员”

等荣誉称号，连年被评为校级

“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  

不合格灭火器
集中销毁

3 月 14 日上午，市消防救援支
队岐山大队联合岐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举办假冒伪劣不合格消防产品
集中销毁活动。

活动中，消防部门对拆除、查
封、扣押的假冒伪劣、不合格及达到
法定报废年限的产品，利用工程车、
无齿锯、液压钳等工具进行了集中
销毁。消防员现场为群众讲解了灭
火器、消火栓、消防水枪等常见消防
产品的真假辨别方法，假冒伪劣消
防产品的危害，消防产品的作用及
使用方法等。 本报记者 张敏涛摄

提振消费信心 构建诚信社会
我市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李依涵）

“买烟时，要注意看烫封、钢

印等，注意防伪标是否层次

感分明……”3 月 15 日，市

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

主 办 的 2023 年 度“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

动，在宝鸡高新区天下汇门

前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围绕“提振消

费信心”主题，包含市场监管

普法宣传、现场受理处置消

费投诉、保护消费者联合行

动普法宣传 3 项内容。活动

现场，高新、渭滨、金台的市

场监管局和市局综合执法支

队（12315 中心）、食药中心、

质检中心、知识产权中心、药

品不良反应中心及部分企业

共同参与。面向市民广泛宣

传食品、药品、保健品、烟酒

等安全消费知识，以及与生

活密切相关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并

发放消费维权的宣传资料，

公布维权电话、维权网站等

维权途径。“您的投诉已记

录，我们会有专员和您联系

跟进。”在 12315 受理处置消

费投诉区，工作人员现场为

消费者排忧解难，受到了市

民好评。

据了解，2022 年，我市

共办复各类消费投诉、举报、

咨询 15989 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397.73 万元。

今年“3·15”期间，宣传活

动以“线上线下＋市县联动”

的形式同步开展，全市共举

办活动 14 次，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余份，参与咨询群众 2

万余人。 

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教群众如何分辨香烟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