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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
——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陕西首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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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

将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广泛影
响。
■部分退役军人抚恤标准提高

8月1日起，部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将再次提高。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
25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
准，第28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
金标准和“三红”生活补助标准。
■电信企业主动推送通信账单

从 8月起，手机用户每月会
收到一条特别的短信，这是运营

商主动向用户推送的通信账单，
可以清楚地告诉用户每月的电话
费都花在了哪里，让用户明明白
白消费。

主动向消费者推送通信账单
可以防止运营商在用户不知情的
情况下私自开通增值业务，维护消
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真情知悉权。
■进出口货物“一张表”申报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

海关进出口货物整合申报将于 8
月1日实施，报关单、报检单将合
并为一张报关单。

经过梳理整合，原报关、报

检共 229 个申报项目合并精简
至 105 个，统一了国别（地区）、
港口、币制等 8个原报关、报检
共有项的代码，其中 7个采用国
家标准代码或与国家标准建立
对应关系。
■部分专利收费将停征和调整

8月1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停征和调整部分专利收费。

据悉，专利收费（国内部分）
中的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著
录事项变更费、《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申请收费（国际阶段部分）中
的传送费将停止征收。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出台
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土壤环境
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以下简称《农用地标
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将
于8月1日起实施。

《农用地标准》规定了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以及监测、实施与监督要求。
■动力蓄电池落实溯源管理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

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自 8

月1日起施行。有关部门将通过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
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
报废、回收、利用等全过程进行信
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
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

根据规定，8月 1日起，对新
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
产品公告》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新
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新能
源汽车实施溯源管理，若之前已
经获得认证，则延后12个月实施
溯源管理。 （任民）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我不想生
活中没有你们的陪伴，你们快回来吧！”
日前，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民政部、中国建筑
集团联合举办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陕西活动分
场，当视频中清澈的童声发出这样的呼
唤，中建三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现
场近 300名工友们，或眼角泛红，或低
头拭泪。

这声令人心碎的呼唤来自陕西凤
翔县 12岁的钟龙辉，这个暑假过后，他
将成为一名初中生。钟龙辉 7岁上小
学时，他的父母就双双离家外出务工，
每年暑假，他会被父母接到西安团聚。
父母去工地上班后，他就一个人呆在城
中村租的一间 20平的单间里。对他来
说，每天能见到父母，已经让他感到无
比幸福。因为平时，小小年纪的他只能
在校寄宿，每个周末才回到姥姥家或者
舅舅家。“我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
想总是一个人。”在说到自己最大的愿
望时，小小男子汉的声音低了下去。

宣讲会现场，中建三局优秀农民工
国军锋被邀请上台，他的两个女儿从我
省富平县被邀请到现场，给了他一个大
大的惊喜，“我还算比较幸运的，离家不
算远，回家看望老人孩子机会比较多，
即使这样，我感觉给她们的陪伴也远远
不够。”国师傅动情地说到，“希望其他
的工友们，也能常回家看看，钱要挣，娃
更要多陪陪。”

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讲师彭俊芝
在现场为国师傅的发言点赞。随后，她
从专业的角度为在场工友们宣讲了一
堂深刻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彭老师呼
吁在场工友们加强和孩子沟通并掌握
沟通技巧，及时发现孩子成长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为孩子提供及时而坚固
的保护。

现场的家长们听得聚精会神。来
自重庆的刘华英是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的一名钢筋工，听完宣讲后，她对记者
表示，“今晚就要回去和女儿打个电话，
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牢牢记住并用起来，
以后我们母女之间真的要多多沟通，这

一步从我做起。”
很多工友表示一次宣讲唤

醒了他们的陪伴意识：“以前只
想着多挣点钱，给孩子一个更
好的未来，但是现在发现，在娃
儿身上，金钱换不来的东西太
多了。”在现场，10名工友走
上舞台，他们对更多的留守儿
童父母发出了倡议，“我们要
切实履行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加强和孩子的亲情沟通……”

省民政厅为来到现场的留
守儿童们及家有未成年儿女的
工友们发放了爱心包裹，内含
书包、本子、水杯、毛巾等学习
用品，除此之外，每个包裹里还
有《亲子沟通手册》、《儿童防性
侵手册》等书籍。

“许多工友为了城市的建
设和国家经济发展，也为了让孩子生活
更加美好，背井离乡，牺牲了很多和孩
子相处的时间。”省民政厅副厅长郭惠
敏说，希望通过宣讲这种形式，让广大

在外务工的农民朋友都能够更好地与
孩子沟通，让亲情不因时间而隔断，让
关爱不因距离而减弱。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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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都是溺水事
故的高发期。据不完全统
计，2011 年以来，西安地区
各条河流、水库的溺亡人数
超过 500 人。（7 月 30 日《华
商报》）

每年的夏天，总有一些
地方让人不愿听到的野泳
溺亡事故发生，而这其中又
多为少年学生。最近在笔
者当地就发生了两名大学
生下乡暑期支教野泳溺亡
事故，事故发生无疑是令人
痛心的，如此野泳事故频
发，值得警示和思考。

暑假，本应是学生儿童
快乐时光的美好时刻。然
而，几乎每个夏天，一些地
方野泳溺亡事故发生，往
往是学生儿童居多，使得
本该是孩子们享受快乐时
光的假期涂上了一抹悲伤
的色彩。

生命与水，本是一种天
然的和谐共存关系。人是
离不开水的，水本身也并不
具备危险性，只是人在与水
的相处过程中，一旦缺乏了
驾驭水的能力，就存在了危
险性的可能。任性野泳，有时与死
亡往往就隔着一个河岸。说白了，
由于缺乏游泳知识或对水域安全
状况不态了解，危险会随时发生。

事实证明，一个又一个血的
教训，不足以对加强防溺水教育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就目
前而言，我国青少年的游
泳教育应该是存在缺失
的。一方面，我们目前的
教育体制并未将游泳纳入
教育课程。尽管学校大多
重视安全教育，但说教式
教育对处在心智不够成熟
的青少年而言，作用往往
甚微。

另一方面，家长也无
法对孩子的游泳教育。尤
其是农村，一般家长都外
出打工，一到假期时，孩子
们基本是“放任自流”状
态。即使在城里，由于游
泳场馆的人满为患，加之
高价门票的“门槛”，一些
有意让孩子学习游泳知识
的家长，也只能让孩子偶
尔为之，甚至望而却步。

尽管当前在有些地方
甚至尝试防野泳与“河长
制”相挂责，但无论有多
少人巡河，无论用多么严
厉的整治措施，还是有人
想冲破重重阻碍去野游，
甚至让人不愿看到的惨剧
发生。

种种因素之下，今天，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
教育中，游泳教育仍然是
缺失的一块。如何补上这
一课，是我们从这些悲剧

中最应该汲取的教训。能不能
让学游泳成为教育公益项目？
能不能提供更多价格低廉、设施
完备的游泳池？这些恐怕是“亡
羊补牢”，还不晚的。

（张友江）

编辑部:
7 月 30 日晚上 7 时许， 210

国道镇巴拴马岭水毁修复工程
处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货车
司机强行冲卡谩骂殴打路政执
法人员事件，导致两名路政人员
受伤住院。

7 月 30 日 18 时 40 分左右，
210国道拴马岭段水毁塌方修复
工程的交通管制人员正在指挥交
通。这时，一辆从镇巴向西乡方
向行驶的四轴货车不顾交通管制
人员的劝说，强行冲卡，驶过施
工路段，在下一个交通管制点被
被路政执法人员范某强行拦截。
司机朱某被拦截后，不思己错，
立即下车对范某进行推搡、辱
骂，执法人员范某一再忍让。而
司机朱某得寸进尺，恼羞成怒，
公然对范某进行殴打，直至110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之时，货车司
机仍然气焰嚣张，态度恶劣。司
机的殴打导致范某受伤住院，经

县人民医院检查，初步诊断范某
已有轻微脑震荡、手指骨折现
象，后续检查仍在继续。

据了解， 210国道是镇巴县
目前唯一的一条主要干线公路，
前期由于受强降雨影响，该路段
出现多处水毁自然灾害，其中拴
马岭段最为严重。灾害发生后，
公路部门主动作为，奋力展开抢
险工作，采取钢管桩施工对抢险
便道进行加固，已满足三轴及三
轴以下货车正常通行，保障县城
物资能够正常运输。同时，结合
路段实际地质情况，汉中公路
局、汉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6
月 22 日联合发布通告，对该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
一直到10月8日。笔者看到，通
告中明确了管制期间仅允许三轴
及三轴以下货车便道通行。施工
路段上下两端均设有交通管制卡
口，由路政、超限检测、交警人
员负责交通管制。然而，部分三

轴以上货车司机，无视规定，经
常于半夜成群组队强行冲卡，对
交通管制人员进行推搡、辱骂更
是家常便饭。

30 日晚上 21 时，路政人员
范某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躺
着，手一直捂着被打伤的眼睛，
眼角似乎还有未干的泪痕。身体
的疼痛还不足以让一位 30 出头
的汉子如此受伤，尊严受到践踏
才是真正的痛。在打黑除恶风声
趋紧的大环境下，是什么力量驱
使着这些货车司机铤而走险？是
什么因素助长着他们的嚣张气
焰？还是他们因为无知便无畏？

读者 徐立生 魏涛

司机强行冲卡 还打伤路政执法人员
210国道水毁抢险修复工程处施工环境让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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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顾荣）记者近日获悉，西安市
人社局8月将组织28场招聘会，免费为各类
求职人员服务。

建工路人力资源市场安排14场招聘会：
8月 1日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8月 2日未就
业毕业生供需洽谈会；8月 7日中小企业综
合招聘会；8月 8日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8
月 9日技能型人才供需洽谈会；8月 14日急
聘岗位供需洽谈会；8月15日人力资源综合
招聘会；8月 16日未就业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8月21日技能型人才供需洽谈会；8月22
日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8月23日民营企业
招聘洽谈会；8月28日急聘岗位供需洽谈会；
8月 29日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8月 30日技
能型人才供需洽谈会。地址：西安市建工路
28A号，可乘37路、208路、227路、228路等公
交车至东新城市花园站下车，十字向东 100
米路南即到。

大麦市街人力资源市场安排 5场招聘
会：8月 3日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8月 10日

“西部家政”专场招聘会；8月17日人力资源
综合招聘会；8月 24日酒店、商超、物业、家
政企业综合招聘会；8月31日人力资源综合
招聘会。地址：大麦市街副86号，可乘7路、
43路、15路、45路等公交车至桥梓口站下
车，十字向北200米即到。

西安人才市场安排9场招聘会：8月1日
综合类供需招聘会；8月4日、5日贸易、服务、
酒店、商超类专场招聘会；8月8日综合类供
需招聘会；8月11日、12日行政、文职、财务类
专场招聘会；8月15日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专场招聘会；8
月18日、19日电子、运营、IT、制造类专场招聘会；8月22
日营销精英专场招聘会；8月25日、26日技工、营销、服务
类供需洽谈会；8月 29日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专场招聘
会。地址：南二环西段123号富秦大厦，可乘K631路、411
路、216路、308路等公交车至人才市场站下车即到。

西
安
市
人
社
局
本
月
组
织
28
场
招
聘
会

本报讯 （单宝）7月30日，笔者从陕西省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健康指导员培训会上获悉，陕西省计划培
养1000名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本次培训特邀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胡楠
教授为学员作培训。会后，100多名健康指导员分别签
署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健康指导员志愿书。据了
解，健康指导员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开展的基础。
这项行动旨在让更多的人成为慢性病防控的参与者、践
行者、受益者和传播者，发挥非医务人员在慢性病防控
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目前，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
面开展了健康生活方式健康指导员的推广工作，计划培
养 1000名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广泛覆盖社区、药店、
学校等单位。

陕西计划培养一千名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本报综合消息 为着力整治骚扰电话扰民问题，切实
净化通信服务环境，工信部等13部门日前印发《综合整
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决定自2018年7月起至2019
年12月底，在全国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对于专项行动的总体目标，方案强调，将综合采
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多种手段，重点对商业
营销类、恶意骚扰类和违法犯罪类骚扰电话进行整
治，规范通信资源管理，加强源头治理，打击非法获
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合力斩断骚扰电话利益链，实现
商业营销类电话规范拨打、恶意骚扰和违法犯罪类电
话明显减少的目标。

方案提出多项具体任务措施，主要包括严控骚扰电
话传播渠道、全面提升技术防范能力、规范重点行业商
业营销行为、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健全法规制度保障。

其中，在严控骚扰电话传播渠道方面，《行动方案》
提出加强语音线路和码号资源管理，加强电话用户合同
约束，全面规范营销外呼业务，全面清理各类骚扰软
件。方案指出，开展商业营销外呼的，应当征得用户同
意，建立用户白名单并留存相关依据资料，规范外呼时
段、行为等，不得对用户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用户明确
表示拒绝后，不得继续向其发起呼叫。

方案要求，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各部门对存在严重
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实施联合惩戒，使其“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小雪）近
日，陕西燃气液化天然气公司

“职工书屋”正式面向所有职工
开放，OA借书系统顺利同步上
线，广大职工读书热情高涨，目
前已借出图书50余册。

按照公司“三秦书月·书香
燃气”主题读书活动安排，“职工
书屋”经征集员工“最喜爱的图
书”、采购、整理、分类、上架等充
分的前期准备后正式建立。书

屋现有图书近 300册，主要有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具体
为党建、工业技术、哲学、历史、
经济、人物传记、心理学、文学及
其它工具书等。书屋设有专职
人员管理，职工可通过OA借书
系统直接借阅，十分便捷。

“职工书屋”是公司以人为
本、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载
体，为职工群众进一步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搭建了良好平台。

陕西燃气液化天然气公司

“职工书屋”OA借书系统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丁琦 刘科
林）7月29日，贵州六盘水国际马
拉松赛在“凉都”鸣枪开跑。中铁
一局电务公司安六项目部组织12
名青年志愿者，助力“六马”竞赛，
为参赛选手们提供服务。

赛前，项目部志愿们者们统
一参加了培训，认真学习了马拉
松赛事各项志愿服务内容、急救
知识和相关注意事项。上午7点
30分，项目志愿者们携带矿泉
水，医药箱等物品，来到 3km处

志愿者服务站点，在比赛过程中
为奔跑的选手们提供水和其他
帮助。赛后，志愿者们积极主动
清理了赛场垃圾。

据悉，本次“六马”比赛全程
42.19km,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3
万名跑友参加。项目负责人刘
志强表示：项目将以此次志愿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企业精
神，展示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志愿
者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地方建设
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

青年志愿者助力“六马”比赛

7月27日，惠安公司在培
训中心开展精益管理专题培
训 。 生 产 运 营 部 副 部 长 张
雯、精益管理室王瑞伦分别
从精益管理的认知、精益管

理工作重点等多个方面为大
家进行了详细讲解。公司各
单位主管精益的负责人及班
组长参加了培训。

杨国柱 摄

13部门联合整治骚扰电话
用户明确拒绝后严禁继续拨打

为庆祝建军91周年，平利县开展
不忘历史、关注民族脊梁、听抗战老
兵曾思友讲述——激情燃烧的抗战岁
月活动。

曾思友 1920 年出生，1937 年参加
国民革命军96军177师，1948年后加入
解放军。参加过多场对日作战，今年
已98岁高龄。 刘应珊 摄

听抗战老兵讲激情燃烧的岁月听抗战老兵讲激情燃烧的岁月听抗战老兵讲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