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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公安局——
—

国庆假期不休息 枕戈待旦保民安
国庆节期间， 灵宝警方加强值班
备勤暨各项安保措施落实，提升站位，
忠诚履责， 全力维护节日期间社会和
谐稳定。 国庆期间，灵宝市刑事发案同
比下降 38.36%， 未发生有影响的刑
事、治安案事件及交通、消防事故，治
安状况总体平稳。
一是超前谋划， 缜密部署国庆节
安保工作。 灵宝市公安局党委对国庆
安保工作高度重视，超前谋划。 节前，
先后三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节中召
开国庆安保工作调度会进行再强调、
再部署， 要求全局切实站在讲政治的
高度，紧紧围绕“三个不发生”总目标，
每天至少保证三分之一以上警力在岗
在位， 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重大突发
事件；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监督，加大打
击犯罪和治安防控工作力度， 提升人
民群众安全感。
二是及时研判， 切实维护国庆期
间政治稳定。 各警种执行无缝巡查职

守，严格落实信息“零报告、日研判”制
度， 积极做好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准备
工作。 节日期间，排查社会不安定因素
9 起、排查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18 起。
三是严密管控， 全力维护全市社
会治安秩序。 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的武装巡逻防控，治安、交警、消防部
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认真组织“九
小” 场所清查、安全大检查，消除治安
消防隐患。 累计清查公共场所 147 家、
特行场所 132 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
12 处； 设置交通临检服务站 7 处，强
化对燕子山、亚武山、娘娘山、函谷关
等旅游景区及寺河山苹果采摘区的交
通安全管制，开展交通隐患排查 7 次、
排查消除事故隐患 3 处， 该市道路交
通形势总体平稳。
四是统筹安排， 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针对国庆节期间人流、物
流及资金流动特点，特巡警、刑警及各
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在易发案时间、

场所、路段，严厉打击“盗抢骗”等严重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各类多发性侵财犯
罪，重拳打击发生在公交车上、集贸市
场、超市、商场等人流物流密集场所的
扒窃、诈骗等多发性犯罪活动，提升群
众安全感。
五是强化举措， 加强节日期间队
伍管理工作。 国庆节期间，灵宝公安系
统严格内部安全管理和执法执纪监
督，各单位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备勤
和领导带班制度， 安排足够警力在岗
在位， 及时回应群众报警求助和突发
事件处置；纪检、督察部门对贯彻落实
工作纪律及党风廉政建设等进行明察
暗访。 同时，户政、车驾管等窗口单位，
积极启动节假日预约服务， 累计服务
群众咨询 1300 余人次、办理（发送）证
照 436 份，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7 件，
展现了人民公安的良好形象。
崔晓飞 杨建丰

灵宝市工商质监局——
—

多措并举 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今年以来， 灵宝市工商质监局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部署，坚持标本兼治，不断巩固工商质
监系统以案促改工作成效， 持续推进
以案促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一是制定方案，明确目标。 按照灵
宝市委、市纪委的要求，灵宝市工商质
监局召开专题党组会议，研究制定《中
共灵宝市工商质监局党组推进以案促
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实施方案》，明确指

导思想、工作目标、方法步骤、领导小
组、具体责任人等，并多次召开以案促
改工作推进会，逐级传导压力，层层压
实责任， 为开展好以案促改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础。 二是以案为镜，抓好警示
教育。 精心筛选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
纪委查处的工商质监系统典型违纪违
法案件， 尤其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基层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例， 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 强化党员干部纪律观念
和规矩意识，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三
是查摆剖析，整改提高。 针对以案促改
典型案例， 全系统党员干部紧密联系
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 通过开展集中
剖析和日常剖析，查摆存在的问题，制
定整改方案， 把以案促改工作和廉政
风险防控以及日常管理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建立健全防控措施，确保以案促
改工作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王国鹏

金秋十月， 又逢石榴丰收季。
函谷关镇店头村是远近闻名的软
籽石榴第一村，该村种植石榴达千
余亩，这里种植的石榴汁多、味甜、
个大，颇受消费者欢迎。 连日来，外
地客商慕名前来采购，日销售量可
达 2 万余斤，远销至北京、上海等
地。 图为该村石榴种植户正在对石
榴进行分拣装箱。 陈琳 摄影报道

灵宝市涧西区——
—

举办村组财务人员业务知识培训班
为保证村组换届后财务工作顺利
衔接，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日前，
灵宝市涧西区召开财务管理工作会议
暨村组会计培训会。 该区管委会主任
科员张春燕，各村主任、会计、监委会
主任、组长、组会计等 8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这次培训从村组财务工作实际出
发， 首先让部分村组报账员结合工作
实际， 交流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

困惑以及经验； 其次是针对工作中的
问题，从会计基础知识，具体报账流程
等方面进行培训学习，答疑解惑，使大
家带着问题去学， 活学活用， 立竿见
影；最后是总结提升，组织大家深入学
习新知识、新政策，开拓视野，进一步
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
力。
此次交流学习， 提高了财务人员
的思想站位，拓宽了大家的工作思路，

达到了培训目的， 一是使村组财务人
员及时了解财经法规的规定， 熟练掌
握会计基础知识， 为顺利开展村级财
务工作奠定基础； 二是结合农村工作
实际和特点， 将财会工作融入到实际
中，推动村组财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三
是严格各项财经纪律，各小组长、报账
员时刻能够把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作
为自己的生命线， 做到党风廉政建设
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杨巧维

灵宝城投金城水务公司——
—

做好国庆节期间
供水工作
为做好国庆期间供水工作，灵宝市
城投金城水务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节前
召开工作安排会专题研究，落实落细各
岗位职责， 明确要求分管领导亲自抓，
做好供水设施巡查工作， 供水热线 24
小时畅通，值班人员提高警惕，应急中
队随时待命，确保为市民营造“水质优、
水压稳、水量足”的用水环境。
10 月 3 日下午 4 时接报修， 灵宝
市解放路与五龙路交叉口，因雨污分流
施工将 DN500 供水主管挖断， 水溢路
面， 对附近居民用水和出行造成影响，
接到指令后， 该局维修科立即行动，组
织值班人员及休假人员赶赴现场抢修。
在北区抄表科的配合下，该局抢修
人员先关闭阀门开挖漏点，晚 7 时漏点
成功挖出。 制定抢修方案时，因漏点下
方泥土塌陷， 且抢修材料又沉又大，给
施工造成一定影响， 为保证施工安全，
大家系上安全绳索，踩着梯子，小心翼
翼安装管件， 经过两小时挑灯夜战，于
晚上 9 时成功修复漏点，保障市民节日
期间正常用水。
屈刚锁 林彦涛

简 讯
日前，灵宝市工商质监局组织机关
全体干部职工在该局四楼会议室集中
收看《每周聚焦》第十九期节目。 通过观
看节目，全体工商质监干部职工一致表
示，要带头从自身作起，并教育身边人
重视个人安全，拒绝乘坐非法载客营运
三轮车，提倡公交出行，努力营造合谐
干净、整洁有序的交通秩序。
王国鹏
近日，灵宝市公安局弘农路派出所
民警在登记暂住人口期间，成功抓获因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网上逃
犯洪某。 目前，洪某已被羁押至看守所，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崔晓飞 李娟
10 月 8 日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
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 活动当天，灵
宝市疾控中心、灵宝市中医院、灵宝市
第三人民医院和涧西区卫生服务管理
中心分别在该市体育场和黄河南路安
河小区开展了宣传咨询活动。 各乡（镇）
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也在各自辖区
开展了活动。
范玉馨
近期以来，灵宝市豫灵镇大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紧紧围绕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提质目标，充分挖掘每个村庄的文
化内涵，先后在各行政村推进彩绘文化
墙建设，把道德典范、乡风文明、村规民
约、家风家训、惠民政策等内容搬上文
化墙，做到“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乡村
面貌不断焕发出新活力。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