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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百姓问政》直击质监局

记者近日从县文化部门

获悉，春节期间，凤县将举办

12 个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

心调制浓浓新年味，让群众在

节日中尽享“文化大餐”。

1 月 3 日，记者走进县文

化馆的舞蹈排练厅内，只见

十多名演员正伴着欢快的音

乐排练 2014 年凤县春节晚会

节目（见左图）。正在指导排

练的尚舞团团长欧萍说，为

了给群众在春节期间献上精

彩的文化节目，她们已经连

续排练了一周多了，而春晚

只是凤县新年文化餐的一个

部分。据悉，今年凤县精心

筹备了“民间文艺大家演、

大年菜电视美食大赛、书画

摄影迎新春会展、灯谜晚会、

挑花灯大赛等十二项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并选派业务骨

干分赴各镇，为群众义务写

对联和放映优秀影片，传播

时代好声音。

为确保春节各项文化活动

顺利开展，该县从经费保障、

节目策划、排练演出、技术指

导等方面，保障各项活动顺利

开展。从元月份开始，抽调了

县文化骨干，深入各个镇、社

区，为基层文化单位策划节目、

排练演出，还邀请了该县“凤

喜舞蹈队、红歌乐团、双凤秦腔艺术团”

等十多个群众艺术团助阵春节文化活

动，力争把春节过成文化节。（秋夏成）

本报讯 “你如果没有管好个体商贩销售

商品的一杆称，老百姓对你的满意评价也会

‘缺斤少两’。”近日，在凤县第二期《百姓问政》

节目现场，群众代表和企业代表从日常最关

心的购物称开始，对凤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职能发挥、日常监管、行政效能等进行了提问。

在第二期节目的录制现场，群众提出的

问题关乎群众、企业切身利益的收费、管理、

产品质量、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在场的质

监局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如坐针毡，脸发红，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诚恳地一一解答。群众、

企业代表用自己心里的一杆“公平称”对质

监局领导回答进行了衡量，给出了自己是否

满意的公平评价。

据了解，自《百姓问政》节目在凤县开

播以来，已进行了二期，县卫生局、县技术

监督局先后被问政。两期《百姓问政》节目

收集群众疑惑、问题、意见、建议等共51条。

在第一期问政卫生局后，卫生局当即

召开整改动员大会，对六大类37个问题逐

一建档，制定解决措施，落实专人负责，实

行销号管理。医疗窗口单位安排专家，延长

就诊时间，开通假日门诊，增加导医人员，

落实了预约挂号制度，严格医疗程序和规

范，做到每名门诊患者的就诊时间原则不少

于10分钟。同时组织开展“以患者为中心，

视病人为亲人”、“三好一满意”、“优质护理

示范工程”、“十字五声”和“五个零”管理

活动，使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在短时间内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提秀莲 阴军峰）

本报讯 12 月 27 日，我县召开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就食品药品

安全整治“安心行动”相关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

会议宣读了《凤县食品药品安全整治

“安心行动”实施方案》和《关于调整凤县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会议指出 , 食品药品安全是群众关心、

社会反映强烈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镇、各

部门要以此次食品药品安全集中整治即“安

心行动”为切入点，全面深化食品药品监

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

系，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水平。

会议要求 , 全县各镇、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利用食品药品体制

改革优势，发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重

要作用，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按照安排部署，突出重点，下大力气做好

农村城乡结合部、县城小餐饮、学校和社

区周边小卖部以及村组卫生所、小诊所等

重点区域食品药品监管和整治工作；要利

用集中整治，全面解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形成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切实杜绝“一

管就好、一放就乱”的现象，为食品药品

安全监督管理提供有效保障；要明确食安

委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落实责任、分工协

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形成监管合力，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取得实效。同

时，宣传部门要加大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宣

传力度，督查部门要及时做好效能督查，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整治“安心行动”有声势、

有效果、有力度，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放

心的食品药品消费环境。         （王丁）

本报讯 “你瞧！我剪的雪花像真的

吗？”灵官峡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兴奋

地向同事们展示自己刚完成的剪纸作品

……这是近日凤县文管委为开发景区人

员创新旅游商品能力专题组织的旅游商

品制作培训课上的一个场景。

“我愿意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他们，为凤县的旅游商品开发出

一点力……”凤州镇邓家台村村民孙双

莉是这次培训邀请来的剪纸民间艺人，

她看见景区人员认真地跟她学习剪纸技

能，开心地说道：“我要教他们剪纸的一

般方法，学会运用剪纸的一般方法创作

独具凤羌文化的剪纸艺术作品。”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如此简单的

工具，在凤州民间艺人孙双莉的手上却

可以变成千姿百态的剪纸艺术品，在孙

大姐手把手的帮助下，一张张用来练习

的废旧报纸顷刻间变成了梅花怒放、喜

鹊欲飞的剪纸图案。本次旅游商品制作

培训课生动有趣，课程一经推出就深受

景区人员喜爱，通过艺人传授民间剪纸

技巧，进一步培养了景区人员创造性思

维和动手能力，为开发独具凤羌文化特

色的旅游商品奠定了基础。

据悉，此次培训从2014年 1月 2日

开始至2月底结束，消灾寺、灵官峡景

区人员最终要在民间艺人的指导下，以

本土羌族文化元素为内容，每人完成本

土羌族文化元素为内容的不同剪纸100

幅、制作完成成品马勺脸谱10个。（王娇）

本报讯 1月 3日，经县委、县政府研究

决定，为县环保分局记集体三等功一次，以

表彰县环保分局在“国家生态县”创建和

生态文明推动力“最具影响力区域”评选

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取得的显著成绩。

近年来，县环保分局始终以保护和改善

环境，积极提升环境质量为己任，以国家生

态县创建为契机，加大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

治力度，先后建成一批村级污水处理和垃圾

收集设施。严格环境管理，大力实施污染治

理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使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连

年攀升。目前，我县已成功通过“国家生态

县”技术评估，成为西北五省首家达到国家

生态县标准的县区，并荣获陕西省生态文明

推动力“最具影响力区域”殊荣。

《凤县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凤县环保分局

集体三等功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指出，

为县环保分局授予集体三等功是县委、县

政府对环保局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嘉奖

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望，县

环保分局要以这次表彰为机遇，再接再厉，

立足新起点，在创新佳绩，为我县环境保

护工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决定》要求，要立足大局，结合实际，

统筹抓好环境保护各项重点工作，站在

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抓好社

会民生强烈关注的环境问题，加强监管、

突出重点、集中治理，切实保护好凤县

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要进一步加队

伍和作风建设，建成一只能打硬仗、打

胜硬仗的环保队伍。以扎实的工作作风，

完善的管理服务，为全县的作风建设树

立新榜样。                 （环保局）

本报讯“多亏了电力上及时给咱解决泵

房用电问题，让我们用上了自来水……”凤

县双石铺村村长张天良握着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凤县供电分公司负责人的手激动地说。

据悉，双石铺村新庄堡子二组 30 户

100 余人长期以来一直饮用该村一口自用井

水，水质及饮用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随

着冬季到来，居民用水问题刻不容缓。国

网凤县供电公司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与

凤县水利局联系，开辟“绿色通道”。从用

电申请到搭火接电仅用 5 天时间，切实解

决了村民水泵用电的实际问题，用心服务

电力客户，将党的惠农政策落到了实处。

         （宋诗睿 周杨 杜妍 杨栓海）

本报讯 1月 2日，县公路段全体职工聆听

了一场由市公路管理局宣讲的“增强责任心，

做人民群众满意公路人”的主题报告。

宣讲员们或讲述身边人的感人故事，或

讲述自身工作生活经历，事迹亲切、感人，语

言朴实，通俗易懂，使现场的每一位人员备

受鼓舞。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深刻反思自己，

调整心态，查找不足，改正缺点，牢固树立

“养路养作风、路品看人品”的行业服务理念，

向身边的模范人物学习，在2014年中干好本

职工作，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公路段）

本报讯 12 月 24 日，县残联干部专程来

到凤州镇看望李建华等残疾人，并为他们送

去米、面、油和价值 3000 余元的辅助器械。

近期，县残联将把第一批共 26 套辅助器械

赠送给重度残疾人，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带

来便利。

据介绍，我县共有各类残疾人 7252 名，

其中生活无法自理的重度残疾人近 180 名。

虽然全县每一名残疾人都享受到了低保、新

合疗、免费体检等多项优惠政策，不管是平

时还是逢年过节，各级政府也要特别关心、

慰问残疾人。但是作为重度残疾人，常年卧

床极易产生褥疮，吃喝拉撒也都要家人照顾，

特别是农村条件有限，对重度残疾人的护

理，可以说是亲属最大的困难。所以，县残

联多方协调，不光在经济上救济残疾人，从

心理上抚慰残疾人，还专门为行动不便的残

疾人赠送了成套的辅助器械，每套器械包括

多功能坐便器、可调床、防褥疮气垫床等价

值 3000 余元，这些辅助器械能够方便残疾

人的日常生活，也能适当减轻残疾人亲属的

护理负担，为残疾人家庭增加搞好生活的信

心。下一步，凤县将逐步为每位重度残疾人

都送去这样成套的辅助器械。

据悉，目前县残联已为全县残疾人共免

费赠送辅助器械3000多件（套），其中包括

200多副轮椅，总价值达19万元。    （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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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困受好评

1、葱
葱含有蛋白质、脂

肪、糖、维生素、胡萝卜素、
钙、镁和铁等。有兴奋神
经，增进食欲，刺激血液循
环和促进发汗的作用。葱
的辛辣气味有杀菌作用，
生吃大葱，可促进消化，消
毒杀菌，预防肠道传染病。
对失眠、胃肠疾病、维生素
C缺乏病、烫伤、烧伤都有
一定作用。

葱还有抗过敏功效，
吃鱼过敏者，可将洗净的
大葱放入鱼腹中，煮食或
煎食。食虾过敏者，可将
虾与大葱一起炒食。

2、生姜
生姜还有抗衰老作

用，其辛辣成分可抑制
过氧化脂质产生，起到
抗衰防老的效果。人体
内的自由基是一种衰老
因子，若其过度活跃，可
致人早衰，姜中的姜辣素
可有效控制自由基。生姜
中大量的姜酚、姜辣素等
成分，可抑制前列腺素合
成，减少胆汁中黏蛋白含
量，保持胆汁中各种物质
的平衡，不致因黏蛋白过
多而与胆汁中钙离子和
胆红素结合形成结石，还
有利胆作用，阻止和预防
胆结石形成，对胆囊炎患
者有益。

除了含姜油酮、姜油
酚和姜油醇外，还含有蛋
白质、糖、脂肪和丰富的
铁盐等。可用于伤风、头
痛、鼻塞、呕吐等，还可祛
胃中寒气。中医认为，姜
味辛性温，有发表、止呕、
祛痰、助消化、利分泌等
功效，可防风寒感冒、呕
吐、喘咳等。所以，伤风感
冒时，吃几片生姜或煮生
姜红糖水能促进血液循
环，使全身发热出汗，减
轻感冒症状。

3、蒜
蒜含有蛋白质、脂

肪、糖、挥发油、维生素、
微量元素和钙、磷、铁等
矿物质，还含有大蒜素和
大蒜辣素等，能消除积存
在血管中的脂肪，有助降
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
含量，对预防动脉硬化、
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
症等心血管疾病有一定
作用。大蒜不仅可使动脉
硬化斑减少，防止动脉硬
化，对预防心肌梗死也有
一定效果。大蒜还能溶解
体内瘀血，可预防有害物
质在血管内壁积聚，防止
血栓形成。

4、辣椒
辣椒含有蛋白质、

糖、有机酸、维生素和钙、
磷、铁、镁等无机盐。中
医认为，辣椒有温中散寒
的作用，对畏寒、胃痛和
食欲不振者有一定作用，
可祛除胃中寒湿，制酸止
痛。辣椒中含有辣椒素，
可增加胃液分泌，增进食
欲，帮助消化，对某些细
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如
枯草杆菌等。辣椒外用可
使局部血管扩张，促进血
液循环，对风湿痛、腰肌
酸痛有明显作用。

吃葱、姜、蒜、辣椒
可增进食欲刺激血液循环

本报讯 近日，在省检察院开展的争创

司法警察编队管理示范单位活动中，凤县

检察院法警大队经过逐级推荐、综合评审，

被确定为 2013 年陕西省检察机关司法警

察编队管理示范单位。

去年，县检察院法警大队按照政治建

警、专业立警、科学管警、规范用警的编

队管理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大力推进司

法警察规范化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他们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程序派警、出

警，全程配合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

该院还特别重视司法警察制度建设、队伍

建设和装备建设，先后制定完善了 10 余项

安全保障制度，并积极组织该院司法警察

参加省市检察机关组织的办案安全、预防、

医疗急救等技能和体能培训，建立了指挥、

协调、监视、监控于一体的指挥中心和办

案工作区，配备了专用办公、办案工具，

全面提升了司法警察大队的警务保障能力，

实现了警用装备的现代化。      （周晓涛）

县检察院法警大队获省级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