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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农检中心党支部：

阳光官微

阳光微报纸

合阳民警执勤中抓获一名逃犯

全力做好农产品检测
为十四运会提供后勤保障
阳光讯（记者 赵雷刚 通讯员 刘雨）
华阴市农检中心全力做好十四运会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取得一定
成效。
为保障十四运会农产品质量安
全，渭南华阴市 农 产 品 质 量 检 验
检测中心以“大练兵强本领行
动 ”为 契 机 ，强 化 安 全 责 任 意 识 ，
认 真 履 职 、精 心 部 署 ，细 化 工 作

流程，实化指 导 措施 ，严把 监管
关 、检 测 关 ，以 实 战 练 兵 的 方 式 开
展十四运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抽样工作，党员干部利用3天时间
全面完成西葫芦、茄子、香椿 、冬
枣、阳光玫 瑰葡萄 等100个果蔬 的
现 场 样 品 抽 样 、样 品 处 理 、样 品
标 识 、样 品 交 接 等 工 作 ，全 力 为
十 四运会 保驾 护航。

在全市上下开展“高举旗帜、响
应号召、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
主题活动之际，华阴市农检中心将
业务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以实
战练兵的方式来提升党员干部的工
作能力水平、切实解决工作中的不
会、不敢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干部队
伍综合素质，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

华阴市：
转变作风大提升 月嫂培训送技能
■ 记者 杨月锋 通讯员 雷华伟 雷丽
“我们村有不少剩余妇女劳动力，
除了种地干农活外，基本上再没有什
么就业渠道。”
渭南华阴市岳庙办北社
村妇联主席王雁说道。
在开展“高举旗帜、响应号召、奋
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主题活动中，
华阴市水务局党委通过干部基层走
访、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到该
市移民妇女群众的这一实际困难。针
对移民妇女群众这一急难愁盼问题，
该局党委大力弘扬“勤快严实精细
廉”的务实作风，实施大提升转作风
行动，
安排市水保和移民工作中心与
市妇联于近日联合举办移民妇女月
嫂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把免费培训班
开到移民妇女群众“家门口”
，按照
“实需、
实用、
实效”原则，提供实用技
术技能培训，
为移民妇女群众开辟致

富之路。
此次以“促进妇女增收 助力乡村
振兴”为主题的月嫂职业技能培训活
动，
共设华西镇和岳庙办两个教学点，
培训邀请西安月嫂大学从事本行业工
作多年、经验丰富的专业讲师孙小雅
授课，
课程涉及妇幼母婴文化、
月嫂职
业道德与沟通技巧、
产妇护理、
新生儿
护理等专业知识技能。100多名移民妇
女群众参加了开班式培训。
本次培训分为五期，每期八天，
计划培训300人次，按照“培训一人，
致富一家”的思路，采取理论学习与
实际操做、案例教学和经验交流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让更多移民妇女
群众熟练掌握母婴护理、老年人护
理等月嫂技能，增加移民妇女群众
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增收渠道，充分
发挥广大移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

积极作用，持续引导和帮助移民妇
女群众掌握一技之长，让她们学会
一项技能、掌握一种本领、获得一份
收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华阴市移
民村乡村振兴。
该局党委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
实施大提升转作风行动，
聚焦移民
后期扶持、
农村饮水安全、
水旱灾害防
御等涉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抓
早抓小、抓细抓狠的工作方式和认真
干、
努力干、
拼命干的工作作风，
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用情践行新
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以
“四抓”
“三干”
为
导向，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为契
机，
优化办理流程，
打造一站式服务，
架
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做到快速响应、
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用心当好为民服
务勤务员，树立华阴水务党员干部新
形象。

安康汉滨区县河镇：

风雨同舟映初心 救灾捐赠献真情

阳光讯（记者 李孝华 通讯员 胡 磊
文/图）连日来，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安
康市汉滨区县河镇辖区内多处道路被
毁，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增大，
部分群众房
屋受损严重。在全镇抢险救灾、
恢复生产
的关键时刻，
陕西盛义建设集团
9月11日，
有限公司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将筹备的50

张防汛救灾竹板床送来该镇政府，有效
缓解了全镇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既彰
显了爱心企业大爱无疆和企业担当，
同
时又为县河镇同心携手开展灾后重建
工作汇聚了强大动力和坚定信心。
汉滨区县河镇人大主席人选吴波
代表镇党委政府向爱心企业表示感谢，
并表示将迅速把捐赠物资发放到受灾
群众手中，
及时发挥救灾物资的最大功
效，
让捐者放心，
让群众满意。全镇将持
续围绕防灾、
救灾、
灾后重建工作重心，
持续发扬全体镇村干部冲锋在前、
扛责
在肩，
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

灾后重建自救工作。
爱心企业负责人李波表示，在危
难灾情面前站出来是他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承担应
尽的社会责任。
据悉，该镇本轮强降雨过程共计
撤离群众469户1233人，安置转移地质
灾害点群众15户59人，
快速抢通村组道
路7处0.3公里，
清理泥石流垮塌172处，
收到爱心企业捐赠防汛物资价值1.5万
余元，
其中竹板床50张，
方便面50箱，
矿
泉水50箱，
雨衣、
雨鞋、
铁锹等防汛物资
若干，为助力该镇防汛救灾工作提供
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阳光讯（记者 杨月锋 通讯员 郭祺 文/图）
近日，渭南市合阳县公安局同家庄派出所紧紧
围绕
“十四运安保”
主线，
强化责任意识，
细化措
施方案，
全力以赴为十四运会保驾护航，
2021年
派出所民警在同家庄高速路口执勤时
9月12日，
成功抓获一名逃犯。
按照勤务要求，
同家庄派出
9月12日下午，
所民警协同巡特警、交警在同家庄高速路口联
合执勤。执勤过程中，
在对一车辆查控时，
车内
驾驶员神情慌张，
面对民警询问支支吾吾，
令人
生疑。民警李浩然、
郭祺立即警觉起来，
对其身
份进行进一步核查，
通过查询比对，
发现该可疑
人员杨某系天津市公安局网上追逃人员。民警
立即向所里值班领导汇报情况，
确保车辆、
人员
安全后，
现场将杨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对其帮助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刑
事拘留，
随后将移交天津警方。

安康汉滨公安圆满完成
十四运会马拉松游泳赛事安保任务

阳光讯（记者 向博 通讯员 曹青 文/图）9月
12日至13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马拉松游泳
比赛在安康瀛湖汉江公开水域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运动员、裁判员和赛事组织者齐聚汉江
水域，
参与赛事活动。在安康市公安局的统一指
挥下，
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聚焦实现
“一最三
零”
目标，
精心安排部署，
严密组织实施，
科学配
置警力，
以最高标准、
最严措施、
最优作风圆满
完成了本次赛事各项安保任务。
为圆满完成本次赛事安全保卫工作任务，
汉
滨分局多次召开十四运会安保工作专题会议，
研
究制订《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马拉松游泳赛事安
全保卫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安全保卫工作指挥
部，
根据任务分工，
明确任务、
责任到人。
全体执勤民警辅警准时
9月12日、
13日6时，
到岗，
严格按照安保执勤纪律要求，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恪尽职守、
文明执勤，
克服了时间长、
任务重等困难，确保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马
拉松游泳比赛的安全、
有序，
为本次赛事的成功
举办贡献了汉滨公安力量，受到了赛事各界各
部门、
参赛运动员的一致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