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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还发愁落户的事，今天就把准迁
证拿到手了，这速度真是太震撼了！”7日上
午，在公安高陵分局户政大厅里，杨女士拿
着锦旗握着民警的手不停地感慨，“以往总
听说户籍新政多方便，这次有了亲身体验，
必须给你们点赞！”
杨女士户籍在河南 ，由于孩子通过招飞
考试，户籍须尽快迁入陕西。6日，她匆忙来
到户政大厅咨询落户事宜。经了解，中专毕
业的她符合学历落户子女随迁条件，但毕业
证原件在老家无法出示。工作人员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本着“特事特办、容缺制度、服务
群众”原则，通过查验复印件、视频通话的
方式，仅用一天时间就给杨女士及其孩子办
理完成，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去年3月，西安敞开怀抱拥抱人才，推出
“流程最简、门槛最低、条件最少”的落户
政策，今年2月1日，户籍新政再推13项落户
新举 措 ，为 群 众提 供“ 零 跑腿 ”、 “ 管家
式”落户服务。３月５日，掌上户籍室服务
再次升级，通过学历落户方式落社区集体户
的群众只需上传身份证和学历证书的照片，
无需出门即可办理。新政策推出才3天，家住
天正银河湾的李先生就享受到了新政带来的
便捷。因工作关系无法亲自到场办理，他在
临近下班时通过掌上户籍室提交了申请。马
家湾 派 出所 民 警与 其联 系 后得 知其 十 分着
急，但快递员已将当日快件取走，民警便加
紧审核，下班后立即送“户”上门。从提交
申请到办结只用了10分钟，在家拿到准迁证
只用了1小时，李先生用了“不可思议、十分

朋友圈搭桥 信访户也要入党了
泾渭 街 道党 工委 书 记李
康的 手机 里有几 张截图 他始
终舍 不得 删，时 不时还 想着
翻出 来看 看。不 是旖旎 的风
景， 不是 家人的 笑脸， 而是
几张微信截图。
“那天晚上深夜两点，你
给我们讲故事，从那时我就决
定听你的。回来后，我更加清
楚了，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们
真的依靠政府受益了。这次你
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我要申请入党！”
说出 这 些话 的人 叫 司先
芝，是大唐新干线小区的一名
业主。她和李康“结缘”于去
年11月的一次上访。因小区集
中供热时间短、费用高，引发
了司先芝等业主代表的强烈不
满， 多次 向媒体 进行反 映，
不乏 激烈 言辞。 李康了 解到
这一 情况 ，在多 次约见 面谈
未果 的情 况下， 只得先 从添
加微 信入 手。怎 么和司 先芝
拉近距离呢?李康在仔细“研
究” 了她 的朋友 圈后有 了灵
感，多次出现的“孝道文化”
“弟子规”成了着手点。就这
样，沟通渠道打开了，原本拒

绝交流的她也静下来和李康说
了心 里话 。“如 果能好 好供
暖，自备锅炉我们也认了，但
是物业限制了供暖时间，还另
设了收费标准，这就让我们很
难接受。”这一聊，就到了凌
晨3点。在详细了解了司先芝
的具体诉求后，李康实际行动
了起 来。 第二天 ，在大 唐新
干线 小区 所属的 泾渭西 路社
区召 开供 热协调 会后， 泾渭
街道 迅速 联合园 区管委 会、
物价 局、 房管 所开展 大走
访 ，抽 调60余名 工 作人 员组
成9个排查小组深入小区，采
取逐 户登 门和在 小区中 心场
所搭 建对 话平台 两种方 式收
集居 民反 映集中 的问题 ，并
逐一 登记 汇总后 安排社 区指
导小 区迅 速整 改。第 三天
15：00至 第 四 天 10：30，近
20个小 时里 ，泾 渭 街道 又以
小区 业主 冬季供 暖问题 为核
心， 牵头组 织 住 建、 物价、
公安等部门，并召集物业公司
和小区业主代表商讨解决，但
从供暖时间、价格到温度，双
方始终存在分歧。李康和街道
办事处主任唐国强耐心细致的

感动”来评价这次极速体验。
杨女士和李先生体验到的“管家式”服
务是我区切实落实户籍新政的一个缩影。新
政施行以来，公安分局加大对办户民警辅警

22日上午，区水务局

纪念活动，向广大群众宣
传 我 区 全 面推 行 河 湖 长
制、水利发展新成就、水
利法制建设新成果，以及
《水法》《防洪法》等法
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了广

服务。
据悉，户籍新政实施一年来，我区共迁入8500余人，同

【群众问题】：
1、什么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宽明律师】：
这是一个概括性罪名，在学术上
大家也有一个词语叫“口袋罪”，指
一个罪名，就能够容纳许多种犯罪行
为，是一个很形象的称谓，一般情况
下我们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就属于口袋罪，是故意以放火、决
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
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理解这个罪名我们首先
要知道什么是“其他危险方法”，什

大群众惜水、节水、护水
意识

（贺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么是“公共安全”，也是因为对这两
个词理解的不同，导致该罪名被高频
率适用。
【群众问题】：
2、怎么理解“其他危险方法”和
“公共安全”这两个词？
【宽明律师】：
“其他危险方法”是指放火、决
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这四种行
为以外的，危险性与这四种行为相当
且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常见的
比如以私设电网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以制、输坏血、病毒血的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以向人群开枪的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等。
“公共安全”，应当理解为不特
定或者多数人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

（贺妍）

在 县 门 街 开展 “ 世 界 水
日”、“中国水周”宣传

措，实行首问责任制、一次告知和容缺补缺等制度，最大限
度方便群众。此外，民警还深入万方汽车零部件公司、中铁
电气化局、北信学院、龙凤园等企业、学校、社区，通过摆
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提问解答、现场受理等方式对
户籍新政进行宣传，为群众提供“管家式”、“零跑腿”式

近年来，随着恶性交通肇事、食
品安全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安全事件的
频发，使得人为风险给人们的生活安
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受到了大家的
广泛关注。

芝的答案。

图 片 新 闻

的教育培训，组织深刻学习“两规范一指南”，对涉及缩短
9类业务办理时间、简化70%的证明材料、开辟3类落户绿色
通道、推出10项服务承诺、落实4项监督保障措施、户籍窗
口便民利民优化服务10项承诺等事项进行强化学习。办理窗
口采取延时服务、免费邮寄、全年无休等多项便民服务举

比增长258％，其中学历落户2600余人。

给双方做工作，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就核心问题一一梳理，
双方 最终 达成一 致并签 订协
议，困扰业主们三年之久的供
暖问题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
利。据了解，泾渭街道接下来
还将指导社区党支部、居委会
尽快推选业主代表，真真正正
解决居民供暖问题。
微信 截 图里 也反 映 了司
先芝 的思 想变化 。“没 想到
咱政 府部 门如此 的接地 气和
亲民，4天时间里主动联系、
彻夜 长谈 、各方 协调， 真的
是事 不过 夜，我 太震撼 了！
党太 有感 召力了 ，亲爱 的李
书记，我要入党！”
逐条 逐 项讲 政策 、 换位
思考 谈感 情、切 切实实 破难
题， 这是 以李康 为代表 的泾
渭街 道党 工委践 行行政 效能
革命 永远 在路 上的真 切实
践，正如李康所言:“只要把
群众 的事 当做自 己的事 ，就
没有 干不 成的事 。上心 ，用
心，就会有结果！”
“可 以 啊， 先回 去 学习
党章 吧！ ”这是 李康给 司先

产安全。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
发展，犯罪行为人还会变换新的犯罪方
法，出现新的犯罪形式。法律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
险方法一一列举出来，因此这个罪名涉
及的行为很广，这样有利于运用法律武
器同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作斗争，
从而保卫社会公共安全。
【群众问题】
3、我国刑法对这个罪名具体是怎
么规定的？
【宽明律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14条和刑法第115条的规定，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犯本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

杨玥 摄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虽然
我国用修正案的形式取消了多个罪名
的死刑，但是因为这个罪名社会危害
性太大，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威胁
也较大，使得该罪名的死刑刑罚一直
被保留。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法律红
线不可触、法律底线不可越，否则后
悔莫及。
【宽明律师提醒】：
国泰民安是我们最基本、最普遍
的愿望，而公共安全是基础。维护社
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促进
经济和社会和谐发
展与我们每一个人
息息相关，让我们
携起手来，与一切
法律伴我行
违法乱纪行为斗争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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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