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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区2018年征兵工作会上获
悉，今年夏秋征兵工作从8月初全面启动，高
学历青年入伍依然是今年征兵工作重点，其
中大学生征集比例进一步提高至44%以上。
今年征兵将继续使用网络版征兵体检信息化
管理系统，实时采集、传输、统计数据，实
现征兵体检“一切行为有标准，一切操作有
记 录， 一切 过程 可监 控， 一切 差错 可追
溯”，确保体检全程公开透明。
据了解，今年征兵工作从8月初至10月
15日，分为拟制下发征兵任务（8月初）、初
审初检（8月5日至10日）、体格检查（8月
11日至 20日） 、政 治考 察（ 8月 21日 至 30
日）、役前教育训练（8月31日至9月4日）、
审批定兵（9月5日至7日）、交接起运（9月
10日至12日）、进行总结（10月1日至15日）
八个阶段，征兵任务为105人。新兵征集对象
仍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
文化程度男、女青年为主，同等条件下，优
先征集高学历青年，优先征集应届毕业生。
征集 年龄男青年为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
18至20周岁，高中文化程度青年可放宽到
21周岁，普通高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2周岁，
高职（专科）毕业生可放宽到23周岁，本科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研究生
以 上学 历年 龄可 再予 以放 宽。 女青 年为
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18至19周岁，普通高
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0周岁，普通高等学
校应届毕业生可放宽到22周岁，研究生以上
学历年龄可再予以放宽。征集身体条件符合
2015年修订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办法》，政治条件以
2014年修订颁发的《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
定》为标准。
为鼓励大学生参军，国家实行优先报名应征、优先
审批定兵，实施“一站式”服务、“一条龙”办理。
同时，入伍大学生还享有学籍保留、转士官提干、考
学升学复学优惠、就业安置扶持等12项政策优待 ，
“高原条件兵”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本科以
上大学生士兵可获得19万余元的经济补助。另外，国
家还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含定向生）实行
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本专科
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
不 超 过 1.2万 元 。 适 龄 青 年 可 登 录 全 国 征 兵 网
（http//www.gfbzb.gov.cn）按照兵役登记、网上报名、
初审初检、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的程序进行报名预征
（女青年无需进行兵役登记，可直接报名）。截至目
前，我区网上报名人数已达500余人。
（张艳妮 ）

“在东方红路扫地两年多了，一到三
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每天拿着凉白开，
既解渴又省钱，可一到中午水都晒成热的
了，”50岁的环卫工杨海宁说起免费冷饮
补给站满是称赞，“现在有了免费冷饮，
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福利。”
时下全城进入“烧烤”模式，不少地
方出现了为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外
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冷饮的“爱
心冰柜”，7月31日，这股为人带来清凉的
“暖流”也吹到了高陵，由区商业总公司
发起设置的免费冷饮补给站一亮相街头，
就引来了不少户外工作者的点赞。
在县门街雨松商店门前，记者看到蓝
色帐篷下的广告纸上写着“环卫工人、交
警同志、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你们辛苦
了 ！随 时取 用 ，为 户外 工作 者 打
CALL！”而“免费”二字字号放大多倍，
尤为显眼。广告纸贴在冰柜上，冰柜内装
着冷饮，旁边地上还放着一些没有冰冻的
瓶装矿泉水。雨松商店老板刘斌介绍，他
每天早上七点把冰柜推出去，晚上九点收
回来。当记者问及电费的时候，刘斌笑呵
呵地说：“这是好事么，应该的！”
人来人往的路边，几个环卫工人结伴
而来，他们从冰柜里取出矿泉水，喝上几
口，稍作休息，又在岗位上忙碌起来。“要
不是商店的服务员提醒，我还不知道这里有
冷饮免费取。”8月1日上午，负责中街路段

学习梁家河 领悟大学问

我区组织党员干部参观梁家河故事图片展
为推动《梁家河》学习活动深入
开展，更加深刻地领会和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月
31日下午，高陵区组织全区各街道、
各部门党员干部100余人赴市委党校参
观梁家河故事图片展。
展览用40余幅图片，生动再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
和成长经历，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8月3日上午，我区召开上半年校
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传达学习《陕
西省校车服务方案》，通报上半年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半
年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
始终把学生乘车安全放在首位，确保
校车安全运行。
上半年，我区严格落实省市校车安
全管理相关工作制度，抓好安全教育
培训，切实落实监管责任，积极消除
各种隐患，扎实做好校车安全工作。
目前我区共有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
72辆，运营线路119条、站点296处，涉
及幼儿园、中小学41所，乘坐校车学
生4391名。截至6月全区共接送学生
102.55万人次，达到出车率100%，实
载率98.5%，基本做到车辆状况良好，

回梁家河的感人场景及40多年来对梁家
河乡亲们的绵绵深情，展现了青年习近
平带领村民打坝造田、修沼气池、建铁
业社等发展生产的为民情怀。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认真阅读
《梁家河》纪实文学这本书和参观梁
家河故事图片展，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为民造福的初
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

风、攻坚克难的意志、复兴民族的梦
想，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将深入学习
领会梁家河蕴含的大学问，恪守为民
情怀，牢记使命担当，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
风，更加过硬的工作本领，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

我区召开上半年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

确保校车安全运行

上半年出车率100%，实载率98.5%，车辆状况良好安全运营
安全运营。下一步，我区将在暑假期
间对全区所有校车进行保养、维修，
人员进行体检，确保开学校车安全运
营。一是强化领导，长效管理。各相
关单位要实行“一名主管领导同志负
责、一套制度保障实施、一个工作班
子具体推进”的工作机制，将每项工
作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二是夯实责
任，重在落实。各职能部门开展好每
月一次的校车安全检查，加强对违法
违规接送学生车辆的打击力度，最大
程度地保障我区校车安全运营环境。

三是强化教育。各园校、校车运营单
位定期对校车驾驶员、照管员、安全
监控平台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组织学
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应急处置
和应急救援知识。四是严格把关。区
教育局对新增乘坐校车学生的走读半
径情况从严把关；区校车办、区财政
局、区教育局、区税务局、公安高陵
分局交警大队、区交通运输管理站按
照区校车联席办要求，安排专人，集
中时间办理新增6辆校车相关业务，确
保新校车开学投入运营。（蔡阿园）

群众上访最关键是遵循“三个依法”
群众的信访行为应按照依法、逐
级、有序的原则进行。西安市信访接
待中心陈博认为，最关键的原则就是
遵循“三个依法”：依法解决群众的
合理诉求，引导群众依法正常上访，
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和非正常上访行
为。
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是《信访
条例》的内在要求。维护信访人合法
权益，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维护信
访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是信访工作的
指导原则。《条例》明确指出，要依

2012年7月11日 西安日报
法按政策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下
大力气推进“事要解决”。
引导群众依法正常上访则是指，
上访人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
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
诉请求的，还应该载明信访人的姓
名、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有关
机关对采用碰头形式提出的投诉请
求，应当记录信访人的姓名、住址和
请求、事实、理由。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

“爱心冰柜”现身高陵街头

为夏日酷热降温 给城市文明升温
的环卫工杨红霞对记者说，吃的是冷饮，暖
设置当天，从冰柜自取饮品的主要是
的是人心。申通快递员姚新说：“天太热，
环卫工人、外卖小哥，有人在免费补给站
动一动就一身汗，平时光忙着送快递，带的
前驻足，有人拿起相机拍照分享朋友圈，
水根本不够喝，这有免费的，真好！”他从
也有人和同伴展开讨论。除了取水的户外
冰柜里取了一瓶水，咕咚咕咚喝了半瓶，开
工作者外，也有爱心企业主动为冰柜提供
着电瓶车匆匆出发了。
“补给”，诸如九天家私、龙门教育、食
据了解，免费冷饮补给站是由我区商
品厂食品冷饮批发部悄悄往冰箱里放冷饮
业总公司发起的夏日爱心关怀公益活动，
和矿泉水。有了爱心人士的“增援”，虽
除了在县门街雨松商店门前设置了补给
然已经有不少户外工作者取用，但冰柜中
站，区文体路十字也设置了同样的补给
的冷饮却并未减少多少。
站，每个补给站配备一名工作人员，主要
区商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扈普告诉记
目 的是 为环 卫工
人、交警、快递小
哥等广大室外工作
者 分享 清凉 分享
爱，各种冷饮免费
自取。工作人员墨
艳介绍，当下正值
酷暑，希望免费冷
饮补给站能给环卫
工人、快递小哥、
交警以及更多在高
温下忙碌的户外工
作者们送去专属的
冰柜里有矿泉水、冰棍等，高温下的劳动者可免费自取
“清凉”。

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
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
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
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依法上访的内在含义还包括信访
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不得损害国家、社
会、集体的利益和
其他公民的合法权
利，自觉维护社会
公共秩序和信访秩
讲理说法谈信访
序。（庞乐）

高陵 信访

者，免费冷饮补给站是我区首个面向全行
业、全社会的一线室外工作者开展的公益
活动，将持续到高温天气结束，旨在关怀
一线工作者，也为城区流动的正能量点
赞，同时欢迎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社会公
益的队伍中来，携手努力，共同培育高陵
道德厚土，让爱心闪烁在高陵大地。
免费冷饮补给站里的饮品价格不高，
辐射范围也有限，但在酷暑中分享清凉传
递关爱，使爱心的定义得到了拓展，触发
了理解、参与和关爱的良性循环，文明、
公益的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将成
为高陵的一面新“镜子”，折射出高陵的
文明指数，传递着高陵的城市温情。
（张艳妮）

爱心商家送来饮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