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张 瑜 校对：田丁辉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主
汛
期
来
临

主
汛
期
来
临

民
众
应
对
灾
害
要
未
雨
绸
缪

民
众
应
对
灾
害
要
未
雨
绸
缪

为 备 战 汛
期，7 月 14 日，
渭南市湭河水
污染综合治理
工程施工现场，
工人师傅利用
高压水枪清理
淤泥。

据悉，湭河
流经渭南城区，
该工程将有效改
善湭河水质，增
加河网调蓄能
力，提高区域防
洪、排涝能力。

崔正博 摄

7 月 14 日，陕
西省气象台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受西
风槽东移和低层切
变共同影响，7月16
日陕南中到大雨，
汉中南部、安康南
部有暴雨，预计 17
日陕南东部有中到
大雨，安康南部有

暴雨。强降水影响区域易出现地质
灾害，洪水气象风险等级较高。

为做好陕西省主汛期地质灾害
应急救援准备工作，陕西省应急管理
厅与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气象
局和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等相关单位
对 7月至 8月全省地质灾害趋势进行
了会商研判，并发布《关于印发〈陕西

省 2020年 7—8月地质灾害趋势分析
报告〉的通知》。结合历史灾情初步
分析，7月至8月是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质灾害高发、多发期；陕北以黄土
崩塌、滑坡为主，关中以岩质崩塌、黄
土滑坡为主，陕南以堆积层滑坡、岩
质崩塌及泥石流为主；强降水极易发
生山洪、泥石流、滑坡和城市内涝、中
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陕西省防总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切实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要夯实防汛领导责任，强化应急救
援措施，精准监测预报预警，突出重
点区域防御，并做好撤离避险工作
和防汛应急值守。

面对汛期，广大民众应“未雨绸
缪”做好准备，一旦灾害发生，可最
大程度降低损失。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应该做哪些物资准备

营救逃生物资：可准备救生艇、
皮筏艇等，并随艇配备救生衣等。还
要准备可以用作通信联络的物品，如
手电筒、蜡烛、打火机等，准备颜色鲜
艳的衣物及旗帜、哨子等，以防不测
时发信号求救。

饮食物资：准备大量的饮用水，

多备罐装果汁和保质期长的食品，并
捆扎密封，以防发霉变质。

医疗物资：洪涝灾害后，会严重
影响公共卫生环境，所以要准备治疗
感冒、痢疾、皮肤感染等方面的药品。

住宿物资：准备帐篷及其配套被
褥，并提前备好保暖的衣物。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遇地质灾害这样应对

崩塌发生时，要迅速向崩塌体两
侧跑。切忌在陡崖附近和危岩下停
留、休息。不要在陡坎和危岩突出的
地方避雨，不要攀爬危岩。注意收听当
地天气预报，避免大暴雨天进入山区。

山体滑坡，应迅速撤离到安全
的避难场地。应选择在易滑坡两侧
边界外围。遇到山体崩滑时要朝垂
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跑不出去
时应躲在坚实的障碍物下。遇到山
体崩滑，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
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可躲

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蹲在地坎、
地沟里，应注意保护好头部，可利用
身边的衣物裹住头部。

遇泥石流，要先观察泥石流的走
向。不要顺着泥石流可能倾泻的方
向跑，不要在树上和建筑物内躲避，
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
坡停留，以免斜坡失衡下滑，应待
在基底稳固的高处。要向泥石流
倾泻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避开河
（沟）弯曲的凹岸或地方狭小、高度
不足的凸崖。 （王文）

服
务
台

服
务
台

“小时候我看到警察除暴安良的场面
时就很羡慕这个职业，希望自己长大后也
能做一名惩恶安民的好警察。”7月 14日，
渭南市富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赵关武对记
者说，这句话一直鞭策和鼓励着他。

2001年 7月，22岁的赵关武从西北大
学公安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富平县庄
里派出所担任第一警区警长。他一边虚心
向老民警学习，一边深入群众，熟悉重点人
口。三个多月后，他就对辖区重点人口熟

知率达到“一口清”，并绘制了一张辖区基
础防范区域图。

6年后，赵关武调离庄里派出所，之后
又陆续在刘集、城关、淡村派出所工作，一
直扎根基层一线。在破获大要案中，他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他担任淡村
派出所所长期间，2012年 12月 3日派出
所接到报警称，210国道淡村街道南面的
中石油加油站被 5名蒙面男子持刀抢劫，
嫌犯用刀架在女营业员脖子上劫走加油
款后驾车逃离，间隔三五分钟后又有一
位群众报警说路边一辆面包车着火了。

警情传来，赵关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
参与侦破工作，查看现场、调取监控、痕迹
比对、分析研判……“当时我就发现这两件
事比较蹊跷，汽车自燃的可能性不大，而且
时间间隔非常短，二者之间肯定有联系，于
是决定把两个案子并起来查。”赵关武随即

指导民警提取了被烧车辆发动机号，同时提
出以车找人的侦查思路，民警循迹追踪。对
原车主进行询问后得知，该车已转手几次，
寻找案犯车主难度较大，奔波一个月的民警
产生了厌战情绪，但赵关武始终战斗在第一
线，同时鼓励大家“嫌犯一天不落网，我们一
天不能松劲，案子破了，群众安宁了，我们的
心才能真正放下！”在他的带领和鼓舞下，办
案民警重振精神，经过 3个多月的不懈努
力，案件成功告破，5名嫌犯相继落网。

2017年 2月，赵关武调任富平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一肩多职”干工
作，打击黄赌、整治涉枪涉爆、建设全县
警务室、治理营商环境、建设立体化治安
防控体系……多项工作成绩取得全市第一。

“赵大队在任职期间，带领我们全体民警历时
三个月，完成了全县 140多家单位，2800余
个视频监控点的接入，形成了人防、物防、

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时任治安大队副队
长的樊鹏说。立体化防控体系建成后发挥了
高效的实战力，一年后统计显示，全县利用该
平台直接破案率为 40%，协助破案率为
70%，刑事案件发生率下降了20%以上。

19年来，赵关武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
和整治社会治安工作前沿，也秉持着当一
名好警察的初心，先后荣获“全市优秀民
警”“渭南政法楷模”“2018年度全省人民
满意政法干警”“渭南市十佳人民满意警
察”“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等称号，并两次荣
立个人三等功。

“这是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这些
荣誉是对我的一种鞭策，现在我要主动适
应角色转变，从大局出发继续认真履职，用
实际行动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面对荣誉，赵关武这样说道。

本报记者 赵院刚

秉持初心 惩恶安民
——记富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关武

弘扬劳动精神
奋力追赶超越
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篇

本报讯（张晶）7月7日至8日，国网榆林供电公
司的青年志愿者在考点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全程服
务，并提供应急药箱、矿泉水、绿豆汤和考试文具等，
这已是该公司连续十二年开展高考志愿服务。

该公司提前安排部署，及早采购服务物资，协调
安排人员分工和服务车辆，并走访所辖用电区域
高考生所在家庭，为他们义务检查用电线路，保证
在高考期间不发生用电隐患及故障停电事件。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连续十二年开展高考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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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西安市庆安中学召开 2020 届中
考壮行大会，为即将踏上中考“战场”的初三学
子加油鼓劲。

在全校师生的掌声中，初三年级的老师和
同学们充满自信、步伐坚定地通过“跃龙门”，
踏上红地毯，进入操场中央。伴随着激情澎湃

的誓言，初三全体任课教师为孩子们送上祝福
与期望，学生们也与恩师拥抱答谢，学校还专
门为2020届学子准备了毕业胸章和“状元笔”。

据了解，2020年是陕西全面实施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制度改革的第一年，中考将于7月17日至
19日举行。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据新华社电 7 月 16
日，我国进入“头伏”。专
家提醒，“入伏”后，全国多
地进入“桑拿模式”和“蒸
烤模式”，要注意防暑降
温，平安度过“苦夏”。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

产生活中，常用一些简要的词语表示冷、暖、干、
湿等气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二十四节
气的不足，如“三伏”“三九”等。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说，“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今年
的“三伏”，7 月 16 日至 25 日为初伏，7 月 26
日至 8 月 14 日为中伏，8 月 15 日至 24 日为
末伏。由于中伏有 20 天，所以今年的“三
伏”长达 40天。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罗
澍伟说，伏天伊始，天气炎热，人的精神容易倦
怠不振，食欲不佳，饺子既是传统饮食中开胃
解馋的佳品，又像“元宝”一样，是富足的象征，
迎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所以有了“头
伏饺子”的说法。

什么馅的饺子适合在“入伏”后食用？“素
馅比较好，如西葫芦鸡蛋馅、韭菜鸡蛋馅，清爽
适口，不油腻。”罗澍伟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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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吧！少年

本报讯（孟珂 高雨欣）7月 11日起，西安失业补助
金申领实现掌上办理。至此，在西安，符合条件的参保
失业人员可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网上办事大厅3
种渠道进行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在线申领。

参保失业人员可下载“西安人社通”APP，点击“服
务”版块，在“社保服务”栏通过“失业金及补助金申领”
端口进行申领。进入“失业金申领进度查询”端口，还可
了解失业金申领进度。

参保失业人员也可关注“西安人社12333”微信公众
号，进入“微官网”菜单，再进入“社保服务”栏“四险服
务”版块，通过“失业金及补助金申领”端口进行申领，并
可通过“失业金申领进度查询”查询审核进度。

在电脑端登录“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上办事大厅”，在“便民服务”栏，即可通过“失业金及补
助金申领”端口申请，并可通过“失业金申领进度查询”
查询审核进度。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西安市
人社局、财政局近期印发通知，将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
扩大到所有参保人员，落实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金期
限、失业补助金等政策。

根据现行政策，参保缴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可
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同时，自 2019年 12月起，延长大
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
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
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

阶段性发放失业补助金方面，2020年 1月至 12月，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
金条件（参保缴费不满一年或参保缴费满一年因本人
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参保失业人员，经本人申请，可
以申领 6个月失业补助金，标准按当地失业保险金标
准的80%执行（1620元×80%=1296元）。

西安失业保险金补助金支持“掌上”申领

7月15日，咸阳公路管理局彬州公路管理段组
织职工深入菊花广场，开展以“文明城市，你我共建”
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旨在用实际行动唤起市民
爱护环境的意识，弘扬志愿精神。刘卫卫 杨丽萍 摄

日前，陕建九建集团榆林市体育中心项目部组
织开展了“健康体检，防暑降温”送清凉活动，对数
百名一线作业人员进行常规体检，并为他们送去
了防暑降温物品。 杜雅楠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据央视网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
知，从7月15日起，全国各省（区、市）
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但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
展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出
入境旅游的业务暂不恢复。

同时，逐步调整旅游景区限量措施，

要求各地景区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
大承载量的30%调至50%。在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约、
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文化和旅游部：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7 月 15
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
以来，我省共争取老旧小区改造等保
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2亿元，
占全国总盘子的 5%，用于改善我省
群众居住条件和配套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加快解决“一老一小”（养

老和托育）和停车难等民生难题。
目前，省发改委会同省住建厅已

完成分解转发投资 34.57亿元，其余
投资正在逐步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

陕西获中央预算投资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