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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防寒小常识

本报讯  近日，我县将在全县范围

内统一安装 3651 套电视广播“户户通”

设备。据了解，该套设备由原来政府补

助 50 元，农户承担 100 元的标准，变为

政府补助 100 元，农户只需承担 50 元，。

据介绍，农村“户户通”是利用直

播卫星信号，全力保障有线网络未通达

的广大农村山区农户，免费收听收看近

40 套广播电视节目，同时实现应急广播

和电话入户服务，它是对“村村通”的

延伸。该设备每套 400 元，中、省各补

助 100 元，市、县各补助 50 元，农户承

担 100 元。我县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十八

大惠民精神，减轻农民负担，决定补助

100 元，农户只承担 50 元，使用过程中

免费提供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节目；同

时，由县文广局、扶贫办、财政局等多

家单位对申报的农户统一审核，安排专

职人员采取先远后近、倒排安装、逐村

逐户推进，尽早使边远山区群众在收听

收看广播电视的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据悉，明年 1 月底前，我县预计将

完成 3651 套设备的安装任务。（秋夏成）

本报讯  “今年冬季以来，连续的两场

降雪，使气温明显下降，我们提前启动了

取暖工作，把锅炉准备好，备足了煤。11

月 10 日我们就开始供暖了，教室、办公室

里边都很暖和，学生和教师都能够安心的

学习工作。”凤州镇幼儿园园长李静底气十

足地说。据了解，今年 11 月凤州、平木、

红花铺三所幼儿园实现供暖后，我县 18 所

中小学和 9 所公办幼儿园全部实现了冬季

集中供暖。

一直以来，中小学学生冬季取暖问题始

终是教育惠及民生的热点、焦点问题。在实

施了“撤点并校”和中小学取暖工程后，结

合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同步推

进公办幼儿园取暖工程建设。为了使千方百

计争取筹措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最终确定

采取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招标的办法，为我县

18所中小学和 9所公办幼儿园采购了货优

价廉的供暖用煤，累计节约资金 300余万元。

截止目前，我县共投入资金 1200 余万

元，为学校修建锅炉房，安装供暖设施，

整个供暖工程覆盖了全县所有学校。另外，

县教体局还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所有

学校安排的锅炉工勤人员，就锅炉设备、

锅炉机组设置、锅炉启动和运行技术以及

事故处理措施等内容进行了二期集中培训，

确保锅炉操作安全。

 目前，我县 18 中小学、9 所公办幼

儿园已全面供暖，妥善解决了所有学生过

冬取暖问题。            （杨宇科 董艳）

本报讯  “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

你身居何职，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乡，

双石铺镇网络党支部欢迎你回家。”这

是双石铺镇网络党支部群空间上的欢迎

词。今年 8月，双石铺镇党委积极利用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率先在全县成立网

络党支部，在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

题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党员流动步伐日益加快，呈现数量递

增、零星分布、流动性大的特点，以大

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

的流动党员群体又兼具知识化、年轻化、

信息化等特点。面对新形势，双石铺镇

党委积极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创新机

制，成立了凤县首个网络党支部。截至

目前，已有 28 名党员在网络党支部“安

家落户”。

“网络党支部是以腾讯 QQ 为核心

载体，以流动党员为主体，建立网络党

支部QQ 群，采取电子建档、群内互动、

空间发布等多种形式畅通交流渠道，搭

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平台，让流动党

员有‘家’可依，真正实现离乡不离党、

流动不流失。”据双石铺镇网络党支部

创始人介绍，网络党支部隶属于双石

铺镇党委管理，设在镇党办，设书记 1

名、副书记 1 名、支部委员 3 名。网

络党支部成立以来，采取电子建档“上

户口”、六大举措发挥作用，群内互动

“拉家常”，空间发布“黑板报”，年末

见面“大团圆”等六项举措，以直观、

灵活、迅捷的方式开展活动，增进党

组织和党员的联系。   （赵正卿 马杰）

1200 万让全县学子冬天不受冻

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冷，我县

旅游逐渐进入淡季。为进一步提

升凤县旅游的品质，擦亮凤县旅

游品牌，我县由旅游局牵头，联

合境内六大景区及 30 余家县级职

能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旅

游服务质量大提升活动，使我县

旅游产业掀起了冬季苦练“内功”

提素质的热潮。

活动开展两个多月来，我县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查问题、找

差距、评行风、改作风、抓落实、

促提升系列活动，旅游环境建设、

景区硬件提升、景区管理规范、

酒店餐饮服务、旅游商品开发等

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旅游服务

体系渐趋完善，旅游市场管理由

粗放式向精细化开始转变。

据统计，在此期间，先后出

台各种管理办法 4类 80 余条，启

动实施了消灾寺、灵官峡二期工

程建设，成立了景区管理处三个，

新增景区娱乐项目 10 余个。全县共开展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 12 次，9 个

镇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投资 583 万元，

共栽植各种苗木 146.96 万株，新增绿地

12.63万平方米，新增水面1.17万平方米；

启动了秦岭花谷建设，沿 212 省道栽植栽

植、补植苗木 115 万余株，建成各类产

业观光园 5500 余亩。

 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对全县 24 家

宾馆进行了结算实价备案，对 40 个农家

宾馆确定了阶梯指导价格，统一制作了标

价牌；对全县 359 家餐饮服务门店进行了

登记，并启动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

创建活动和文明餐桌行动；文旅局聘请市

旅游饭店协会专家对县内规模以上宾馆酒

店、各景区及旅行社从业人员进行轮训，

参培人员达 500 余人。交通局对出租车、

观光车市场进行了整顿规范，新增出租

车 30 辆，在汽车站增设了旅游售票窗口，

在各景点增加了客运车辆停靠站点、候车

亭、景区标牌和交通指示牌等。

旅游商品开发也取得重大进展，成立

了凤舞旅游商品开发公司，建成了凤县美

术雕刻工艺厂，推出了造型丰富的石材工

艺品，旅游商品种类多达 30 余种，旅游

商品超市和各类销售网点达到 25 家，旅

游商品基本实现了进乡镇、进宾馆。

              （本报记者 田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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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承担 50 元
“户户通”装到家

首个网络党支部运行见实效

本报讯  12 月 1 日凌晨 4时许，由于

天黑下雪路面光滑，我县 212 省道秦岭梁

顶处一辆大货车翻入深沟。事故发生后，

黄牛铺卫生院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救护队冒着风雪徒步 4 公里在漆黑的深沟

中，成功抢救事故受伤司机。

据了解， 1 日凌晨 5 时，黄牛铺卫生

院接到县医院 120 指挥中心电话，在 212

省道秦岭梁顶处有一辆大货车因下雪路滑

翻入沟下，情况危急。接到报告后，蔡斌

院长带领三位医护人员立即出动，由于天

黑雪大并联系不到受伤患者，无法快速锁

定车祸现场，车行至嘉陵江源头处，救护

队只好徒步沿 212 省道向宝鸡方向寻找，

最终在距梁顶约 2 公里处的深沟中发现了

出事车辆。只见一中年男子被卡驾驶室内，

头面流血模糊不清，并处于休克状态，救

护队随即用铁棍撬开车门将伤者抬出，对

其进行吸氧、输液、头面包扎等急救处理，

救护队又沿着陡坡将患者抬上马路，并徒

步两公里才安全送到救护车上，第一时间

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受伤司机已经脱离

了生命危险，伤情平稳。

据统计，今年以来，黄牛铺卫生院，先

后参加了 64起次事故的抢救，抢救各类危

急病人 104 人次，抢救率为 100%,抢救成

功率在 98%以上。该院赢得了政府、群众

和过往旅客的高度赞扬。   （秋夏成 童军）

天黑路滑出车祸 凌晨冒雪救伤员

红花胸前带，行装背上肩。12 月 10
日，我县隆重举行新兵欢送仪式，62 名
应征入伍的新兵告别家乡，肩负全县人
民的重托，带着亲人们的期盼，踏上了
保家卫国的军旅之路。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征兵领
导小组组长张选会，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曹乃生，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樊宝明，
人大副主任翟国良，政协副主席唐兴汉

出席了新兵欢送仪式。
欢送仪式上，县领导、新兵家长代

表为新兵佩戴红花，并勉励新兵们到部
队后要把满腔热情化为报国之志，把家
乡人民的厚望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在
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时，要忘记亲人和家乡人民的重托，
认真履行军人责任，为家乡争光，做一
名忠于党和人民的好战士。     （何鹏）

62 名凤县青年踏上军旅路

现介绍五种抗寒防病
的方法： 　　

一、常喝白开水
冬天气候乾燥，人体

极易缺水，常喝白开水，
不但能保证机体的需要，
还可起到利尿排毒、消除
废物之功效。 　　

二、常喝枣姜汤
用大枣 10 枚、生姜 5

片煎茶，每晚服用一次，
能 起 到 增 强 人 体 抗 寒 能
力，减少感冒及其他疾病
的作用。 

三、坚持冷水洗脸
可增强人体耐寒、抗

病能力，起到预防伤风、
感冒之目的。 　　

四、床头常放柑桔或
薄荷油 

柑桔性温，散发出来
的强烈气味可祛除病毒。
床头摆柑桔，可预防上呼
吸道疾病；睡前吃几瓣桔
子，能化痰止咳。用薄荷
油一小瓶，置於枕头边，
用漏气的瓶塞盖好，让薄
荷气体慢慢散发，也有治
头痛、鼻塞之功效。 　　

五、夜卧桑菊枕
冬桑叶和秋菊可清目

醒脑治感冒。用其作枕芯，
使人头脑清新，入睡适意，
也能防治感冒。 　　

也许你掌握了以下几
个小窍门后，这个冬天您
可能会过得更加舒适。 　
　 首 先， 洗 脸 次 数 别 太
多！ 　　

在冬天，应该尽量减
少洗脸的次数。洗脸时也
不要使用过热的水，水温
过高一方面会直接灼伤皮
肤，另一方面也会把脸上
的油脂冲洗干净，就起不
到保护皮肤的作用了，容
易造成皮肤干裂。另外，
洗完脸后最好过半个小时
以后再外出，这样能降低
寒风对面部皮肤的伤害。 
　　冬季嘴唇特别容易干
裂，有的人喜欢用舌头舔
嘴唇，用唾液来保持嘴唇
的湿润，可效果却是适得
其反、越舔越干。这是因
为唾液中含有粘稠的淀粉
酶，留在嘴唇上的唾液水
分蒸发完后，淀粉酶就会
象一层糨糊一样留在嘴唇
上，这样更加容易造成嘴
唇干燥，甚至破裂出血。
冬季保护嘴唇，最好还是
使用润唇膏。 　　

洗头时间有讲究，冬
季洗头应该选择一天中温
度较高得时候，切忌在睡觉
前洗头，因为一般用热水洗
头后，头皮上的毛细血管扩
张，机体向周围辐射热量增
多。同时，洗头后头发是湿
的，水分蒸发时会带走很多
热量。在这个时候去睡觉，
十分容易引发感冒。 　　

穿衣不宜过紧。大家
普遍认为，冬天保暖就应
该把衣服穿多一点、穿紧
一点，其实这是一种片面
的认识。穿着衣物如果过
紧，人体的血液循环会受
到一定的阻碍，反而不利
于保暖。比如鞋袜穿得过
紧会导致脚部血流不畅，
热量无法顺利到达脚部，
脚反而觉得更冷了，长期
这样，会导致冻疮发生。 

本报讯  近日，从江苏回家

看望父母的河口镇农民赵金星开

回了一辆崭新的五菱小面包。周

日天气晴朗，一家五口人高高兴

兴地驾着新车到县城购物。赵金

星告诉笔者，自己以前打工，出

去都是下苦力，累死累活还挣不

了几个钱，去年参加了县上组织

的定向培训后，与三星集团签了

用工合同，年收入在 3万元左右，

以往眼热别人拥有私家车，如今

自己也圆了梦。

购置爱车的赵金星，只是

我县数万名劳务大军中的普通一

员。近年来，我县把劳务输出作

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

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来抓。为

了使输出的农民工工作更加有保

障，县劳务部门积极主动出击，先后在江

苏、广东、北京、新疆及深圳、大连、西安、

宝鸡等 8省市建立对外劳务输出基地 30

多个，与 100多家大中型企业签订了长期

用工合同。针对全县劳动力文化素质较

低、劳动技能单一等状况，依托职教中心、

就业培训中心等机构大力开展“定单式”

务工人员培训，签订合同的企业多次委派

专家进行定向培训。据不完全统计，近几

年我县年均举办各种中短期农民培训班

50余批次，培训人数 8000 余人。受训后

的农民工基本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技术，

加上山里人的淳朴与勤奋，“凤县人”目

前在江苏海安、广州、深圳等地企业已成

为一面响亮的劳务品牌。

今年截至目前，全县已转移农村劳

动力 3.8 万人，向外输出 2.1 万人，预

计全年可实现劳务收入 3.73 亿元。

              （本报记者 田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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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县招商

引资又取得重大进展，

市考目标任务全部超额完成。据统计，今年

全县共有在建招商引资项目 55 个，其中续

建项目 29 个，新建项目 26 个，实现合同、

协议引资 75.4 亿元，当年实际到位资金

24.12 亿元，其中省际到位资金 17.36 亿元，

引进外资 158 万美元，分别完成市上下达目

标任务的 150.75%、133.5%、316%，其中

引进外资情况位列全市第一。    （翟亚东）
●今年，科技局与四川逢春制药签订

4000 万元的林麝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新建林

麝养殖场 27 座，使全县林麝规范化养殖场

达到了 314 座，新繁殖仔麝 860 只，实现产

值 2580 万元；全县林麝存栏总数达到 3620

只，成为全国最大的林麝养殖基地县，年产

名贵中药材麝香 18000 克，实现收入 540 万

元，；仅林麝养殖一项今年实现总收入 3120

万元。       （刘巧玲）
●花椒果业局结合

县情资源实际，适地适树，鼓励农户、种植

大户、公司大力发展椒果核桃产业，新栽、

补植凤椒 50.2 万株、苹果 5010 亩、核桃 1.05

万亩。兑现苗木补助款 62.19 万元。目前花

椒留存 4500 万株，苹果留存 8.35 万亩，核

桃留存 12.5 万亩。2012 年 8 月，我县顺利

通过陕西省优质苹果基地县顺利通过验收。

●县司法局积极创新普法宣传教育形

式，抽调 100 名干警到 100 个行政村进行为

期 4 年包村普法活动，聘请全县 34 名“大

学生村官”担任义务普法宣传员；深入全县

19 所中小学校讲法制课 22 场次，受教育学

生近万人。截至目前，全县共举办各类法制

讲座 55 场、报告会 16 场，送法下乡、进社

区 160 次，送法进校园 38 次，送法进企业

12 次，受教育人数达到 47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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