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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省公
安厅、西安市公安局
在大唐西市广场共同
举行“5·17 聚力反
诈 同心同行”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活
动。以此为序幕，全
省公安机关“全民反
诈在行动”集中宣传
月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目前哪些情况可以拨打1101
110是公安机关受理处置企业和

群众报警、紧急求助和警务投诉的报
警服务平台。

110 受理范围为：刑事类警情、治

安类警情、道路交通类警情、危及人身
和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
性事件，以及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置
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

互联互通互联互通
会带来哪些便利会带来哪些便利

有何区别有何区别
与与

一键转接，及时受理拨打者诉求，各地区 12345或者 110
通过电话接到明确属于对方受理范围内的事项时，以一键
转接方式及时转交对方受理。

责任单位不明确或者职责交叉的，可以通过三方通话
（诉求方、12345、110）方式了解具体诉求后，由 12345与 110
协商确定受理平台，对协商后仍无法确定的，由首先接到企
业和群众诉求的平台先行受理。

对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各地区 12345、110将建立与 119、120、122等紧急热线和

水电气热等公共事业服务热线的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一旦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
加及时、专业、高效的紧急救助服务。

统筹话务座席 提高接通率
遇到突发事件时及时启动应急联动方案，话务座席严

重不足时由上级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统
筹协调其他地区远程话务座席给予支持。

合理分流非警务求助
12345与 110对接联动工作效率提高，可减少非警务警

情占用警力资源情况。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互联互通更加便利3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
务院办公厅推动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
联动的意见》，提出 2022 年年底前，
各地区基本建成 12345 与 110 高效对
接联动机制；2023 年年底前，全面实

现 12345 与 110 平台互联互通、相关
数据资源共享。

12345 与 110 的职责范围分别是
什么？两个平台的互联互通又能
为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
便利呢？

哪些情况可以拨打123452
12345是地方人民政府受理企业和

群众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非紧急诉求
的便民热线平台。

12345受理范围为：企业和群众关
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非
紧急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

需要注意的是，市民常咨询的办
户口、办身份证、办护照等，也可拨打
12345热线得到答复指引。

十年来陕西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实现格局性变化十年来陕西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实现格局性变化
中新网西安5月17日电 “十年来，高等教

育资源投入实现格局性变化。高等教育总投入
由 360.4亿元增长至 627.7亿元，增幅 74.2%，高等
院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达 1.68万元，
教育始终是全省最大的民生支出。”省教育厅厅
长刘建林 17日表示。

当日，教育部召开第二场“教育这十年”“1+
1”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省教育厅在分会场发布
了陕西高等教育十年发展成就。

据介绍，十年来，陕西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实
现跨越式增长，高等院校由98所增长至111所，在
校生由 137.6万人增长至 198.1万人，高考录取率
稳定在8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基

本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所需所盼。
刘建林表示，十年来，全省高校累计培养毕

业生 337万人，72.1%的毕业就业生扎根西部和
基层。培养出了“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张荣桥、
运-20 总设计师唐长红及“重组胶原蛋白研究
的开拓者”范代娣等一批优秀学子，他们在服
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书写无
悔青春。

据了解，近十年陕西高校增编 7500余名，近
两年下达周转池使用计划 1800余名，改革政策
红利不断显现。同时，全省高等院校办学条件、
校园环境显著改善，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广泛应
用，使一大批校园建筑成为区域性文化地标。

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方面，陕西以创新

驱动发展总平台——秦创原建设为引领，发挥
高等院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策
源地的作用。通过引导高校瞄准能源化工、航
空航天等“卡脖子”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提
升供给能力，助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
速高质量科研成果转化。

谈及高等教育开放合作，刘建林表示，陕西
将积极对接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总体要求，充分
利用教育部在陕西设立的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平台，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辐射引领，通过合作办学和项目协作，开展高
层次人才国际联合培养和产学研用合作，一路
向西做优做强教育对外开放品牌，建设“一带
一路”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

让
一
线
员
工
做
﹃
吹
哨
人
﹄

先
要
解
除
他
们
的
心
忧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
举行的月度安全运行形势分
析会上，民航局负责人表示，
不管是“灰犀牛”事件，还是

“黑天鹅”事件，发生前都有细
微的征兆和迹象。一线员工
要敢做“吹哨人”，要看到安全
工作的隐患短板，及时报告发
现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敢
于对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

“吹哨人”最早是指吹哨
提醒行为人谨慎行事的英国
警察，后来其概念逐渐延伸。
如今，“吹哨人”可以理解为某
个领域、行业或企业中，针对
某些问题发出预警或揭露举
报相关问题的内部人员。

对于行业、企业而言，工
作在一线的员工更了解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内情，能更早
地发现隐患、问题，若他们敢
于、愿意及时“吹哨”，会在很
大程度上将隐患化解在萌芽之时，从而避
免重大事故发生，行业、企业的管理成本
也会因此降低。

在我国，食品药品、消防、环保、特种
设备、金融证券等不少领域都在探索“吹
哨人制度”。很多行业、企业都意识到，一
线员工做“吹哨人”是筑牢行业、企业安全
防线的重要力量，不少行业、企业都会对
发现问题的员工给予重奖。

然而现实中，由于“吹哨人”发现的问
题多属要害，其“吹哨”行为极有可能影响

企业声誉及生产，甚至会损
害一部分人及企业的利益，
他们被打击报复、歧视的情
况屡见不鲜。安全生产举
报热线无人拨打、“重金悬
赏”无人揭榜的新闻不时见
诸报端。

打消一线员工“吹哨”的
顾 虑 ，需 要 完 善 的 制 度 保
障。首先要设置“听哨人”
的角色或机制。不少企业
汇报层级多、流程复杂，容
易耽误问题解决速度和办
事效率，因此，企业不妨探
索建立“哨音回收机制”，拓
宽投诉、举报渠道，确保上
传下达的通畅。

其次，要对“哨声”有回
应、有激励。对于“吹哨”的
一线员工，不妨根据反映问
题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奖
励，同时及时跟进、查实并解
决问题。

再者，要为“吹哨人”加
一把“安全锁”。“吹哨”行为
本身是在为安全生产加“安
全锁”，“吹哨人”的安全也需
要得到保护。一方面，要保

护“吹哨人”的个人信息、人身财产安全
等；另一方面，要预防、避免打击报复“吹
哨人”的行为。

事实上，不断完善“吹哨人制度”，形
成尊重“吹哨人”的氛围，让人们敢于“吹
哨”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
相关制度、机制的落实、完善，在企业乃至
全社会形成对安全隐患、问题零容忍的态
度和共识，去倒逼、震慑企业保证生产的
安全、产品的质量，进而保证公众的健康、
生命乃至社会的安宁。 （杜鑫）

本报讯（魏科伦）为提高线路设备质
量，保障列车运行安全，5月 12日至 6月
30日，国铁西安局安康电务段启动 2022
年襄渝线集中修施工作业。

据了解，襄渝线是连接川陕鄂的铁
路大通道，担负着物资入川、旅客运输
的重要任务。国铁西安局每年都会定

期对襄渝线开展集中修施工，全面预防
和整治设备病害，提高线路设备质量，
保障列车运行安全。此次集中修要完
成继电器更换、工电联整道岔、电子设
备集中检修、转辙机更换、信号机落地
修等主体工作，还要配合工务对线路进
行全面整修。

国铁西安局安康电务段：启动襄渝线集中修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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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姗）5月 16日，中建西部建
设北方有限公司第七届企业文化节开幕
式暨 2022年职工运动会成功举办。

近年来，该公司“砼心互助”志愿服务
队参与生态保护、尊老爱幼、捐资助学等
多项公益活动。在年初疫情形势严峻的
时候，积极参与西安市应急隔离点建设，3

天内完成 2个大型集中隔离点混凝土保
供。开幕式上，该公司为“砼心互助”志愿
服务队授旗，表彰了一批“抗疫先锋”。随
之举行的 2022年职工运动会，分为个人
田径、趣味田径、集体趣味三大类 11个项
目进行，展现了公司职工奋勇争先、努力
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举办第七届企业文化节

本报讯（王文亮）为加快推进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步伐，建立择优公开竞聘的选
人用人机制，5月 13日，陕煤集团澄合矿
业煤机公司组织开展中层管理岗位公开
竞聘面试工作。

据悉，此次竞聘以“公开、公平、公正、
竞争、择优”为原则，坚持能岗匹配、择优

聘用。面试设置自我阐述、随机必答题
和自由问题三个环节，从党建与企业文
化理念、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对竞聘
人员进行全面考评。根据得分高低，选
出每个岗位的前 3 名人员进行公示，依
据面试与笔试测试成绩进行综合评议，
最终确定考察聘用人选。

澄合矿业煤机公司：竞聘上岗增强企业活力

本报讯（李乐）5月16日上午，陕西省物
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2022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更
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在产业发展

中克服“脱实向虚”的倾向，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系统谋划、整体协同，精准
补短板、强弱项，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
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拉动“投资、消费和
外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陕西物流集团：召开2022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本报讯（朱澄馨）5月 13日，长安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老师深入陕西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外环高速公路
ZS-1标施工现场，开展实地线上授课。

在项目施工现场，技术员对沥青、水
稳摊铺施工过程进行解说，长安大学老
师在拍摄的同时进行补充讲解，通过线

上线下互动学习，让同学们将书本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

本次学习交流是路面公司深化校企
校地合作的起点，下阶段将以加强战略
合作关系为目标，积极提供实训岗位，
在助力长安大学人才培养的同时，为该
公司人才发展做好战略储备。

陕西路桥西安外环高速公路项目部：迎来大学老师实地授课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5月17日，记者
从省林业局获悉，近日，省太白林业局工
作人员在黄柏塬林场大箭沟开展巡护监
测工作时，在海拔 1400米的一处石洞中，
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

据了解，此地区为枫杨和锐齿栎组成
的落叶阔叶林，林下巴山木竹资源丰富、
生长茂盛，是大熊猫觅食吃笋的理想“居
所”。在与工作人员相处了 10多分钟后，
野生大熊猫起身走出石洞，沿着坡面向小
山梁的方向离去。工作人员对其留下的
两处粪便进行了监测，综合其体型和粪便
咬节，判断这是一只成体大熊猫，体态健

硕无异常。随后，工作人员对周边森林植
被和竹子生长状况进行记录，并在沟内架
设了红外相机。

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统计，省太
白林业局辖区内分布有大熊猫约 80只，
占全省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的 23%，主要
分布在黄柏塬、二郎坝、苏家沟、白云、太
白河 5个林场辖区内，其中，黄柏塬林场
大箭沟地区分布有大熊猫 20多只。

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国家公园建设
步伐，秦岭范围内各自然保护地保护力度
不断加大，秦岭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
善，大熊猫栖息地质量不断提高。

太白林业工作人员偶遇野生大熊猫太白林业工作人员偶遇野生大熊猫

本报讯（梁鹏）5月 16日，韩城市总工会召开
专题会议，启动“双知双解大调研 服务职工促
发展”活动。即日起，由韩城市总工会领导班子
成员带队组成四个工作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实
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调研活动。

开展“双知双解（知职工所想、知职工所盼，

解基层之忧、解职工之困）大调研 服务职工促
发展”实践活动，是该市总工会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的具体表现和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工
会系统“一听四围绕”总体部署走深走实的重要
举措。韩城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将走进一线、深入
基层，到镇办、机关、企业、新业态就业群体中，贴
近职工群众面对面调研交流，找准职工群众对工

会组织的期盼愿望，对工会干部的期待要求；找
准制约基层工会建好建强的主客观因素，征求广
大职工群众对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建
议；找准职工群众在困难帮扶、权益维护、和谐
劳动关系构建、互助保障参保等方面的现实需
求和意见建议；找准全面提升工会系统工作质
量、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开展开展““双知双解大调研双知双解大调研 服务职工促发展服务职工促发展””活动活动韩城市韩城市
总工会总工会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
科学有序推进，积极服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1
至 4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74.6
亿元，同比增长 0.6%，已开通新线 581公里，其中
高铁 358公里。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突出补短板、强弱项、重配套，按照“保开通、

保在建、保开工”顺序，合理调度、配置建设资
源，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组织，科学有序、安全优
质推进铁路建设，为服务“六稳”“六保”、保障国
民经济平稳运行作出铁路贡献。

在稳投资方面，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铁路建设
投资数量多、用工规模大、关联链条长、拉动经
济增长作用明显等优势，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高质量推进川藏铁路建设，紧盯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项工程中涉铁项
目落地，实施沿江高铁、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运输能力提升相关项目等重大工程；亚洲
最大的铁路枢纽客站，我国第一座采用高速、普
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特大型客站——北京丰
台站即将开门迎客。一项项重点工程按下“快
进键”，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稳定经济大盘创
造了良好条件。

11至至44月全国铁路开通新线月全国铁路开通新线581581公里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