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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不昧好少年 捡到钱包还失主

本报记者吕晶 实习生曹帅帅摄
影报道 租房广告、汽车销售广告、家
教广告、超市促销广告……近年来，榆
林公交站牌已然受到众多商家的“青
睐”。在公交站牌上随处可见的广告
引发众多市民的不满，纷纷表示“站
牌”都被广告纸遮住了，人们还怎么看
路线呀！

近日，市民封先生在百姓问政平台
上反映称：“现在公交站牌上贴广告的
人越来越多。好好的站牌贴上广告，不
仅遮挡住公交路线，还影响市容市貌，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治理这种不文明行为。”

据封先生反映，他平时上下班都选
择乘坐公交，经常在公交站牌上看到各
式各样的广告宣传单，有辅导班的、办
证的、装修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
些广告有的贴在站牌的边缘，有的则直
接贴在公交车营运路线上，横七竖八，

不仅不美观，还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
“这种现象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有时我
自己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会主动出面制
止，可贴广告的人并不理会我，有的甚
至还骂我‘多管闲事’。这些都是公共
资源，不是他们个人或某个单位的私人
场地，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干。这个问题
一定要尽早解决，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
良好的出行环境。”封先生说。

榆林公交总公司行政办主任马立
先说：“公司下属的广告公司每天会不
间断地对公交站牌上的广告进行清理，
但榆林市区公交站牌众多，工作人员相
对较少，有时刚清理完一片，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往上面贴了，工作人员也甚
是苦恼。清理广告是一件费时费力的
事情，就算每天都有人清理，但各种广
告传单还是依然出现在公交站牌上。”
马立先表示，对于这种情况，市公交总
公司也只能采取制止、劝告的办法，没
有具体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措施。
他呼吁广大市民爱护公交设施，自觉约
束这种不文明行为。

市综合执法局政秘科工作人员马
驰强表示，在公交站牌张贴广告这种行
为长期存在，成为城市管理工作中屡禁

不止的顽疾。针对这种现象，市综合执
法局每天都会安排专人上街检查，并针
对这一行为采取行政劝告和罚款措
施。马驰强说：“近期，我们正在持续开
展市容专项整治活动，公交站牌张贴广
告这种行为也在整顿范围之内。但光

靠处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还要
靠市民的自觉，能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这
种不文明行为的后果，不要为榆林的市
容环境抹黑。希望在执法人员和市民
的共同努力之下，让这种不文明现象彻
底在我们榆林消失。”

公交站牌不是广告牌
请勿在上面乱贴乱画

市食药监局高新分局

举行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闫景摄影报道 近日，市食药监局高新
区分局走进市高新一中，开展了“护苗2018——食药
安全伴我成长”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现场咨询、发放
科普资料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如何
选择安全食品，引导广大学生树立良好的食品安全意
识，养成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并提醒学生们平时购
买食品时要注意保留购买凭证，遇到食品药品安全问
题时拨打“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

通过本次宣传，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中小学生食品
药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营造了良好的食品安
全氛围。

图为学生们观看食药知识宣传展板。

本报通讯员单娜摄影报道 4月9
日中午，神木市第一小学二年级学生王
继煌趁放学时间匆匆来到钟楼派出所，
将捡到的钱包“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据王继煌介绍，他前一晚在神木市杏
花滩公园游玩时捡到一个男式钱包，在原
地等待失主一个多小时未果后，他想起学
校不远处有个钟楼派出所，于是一放学就
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帮忙寻找失主。

派出所民警高伟被王继煌同学拾
金不昧的精神所感动。他根据钱包内
的银行卡信息，查询到失主的身份信
息，并在人口信息数据库中找到失主的
联系电话。

不久，失主刘某接到电话后来到派
出所。他接过失而复得、分文未少的钱
包激动地说：“非常感谢王继煌小朋友，
请民警同志代为转达我的谢意！”

一、网友关注：办理房屋租赁证需
要哪些材料？

市住建局回复：办理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出租方应当提供的证件有房产证
或土地证（不动产登记证书）原件和复
印件。产权为单独所有的，提供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产权为夫妻双方共同所
有的，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
本。户口不在一块的，还需提供结婚
证原件和复印件；产权共有人死亡的，
提供医院或社区（村委会）开具的死亡
证明，或辖区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产
权在父母名下，如双方父母都去世的，
提供现房屋产权归子女的继承公证书

原件、复印件；离异的提供身份证、离
婚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委托公证书原
件、复印件，还有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委托直系亲属代为办理的，能
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的，可以不办理
委托公证书。

二、网友关注：同时交农村合疗和
职工医保有冲突吗？

榆阳区回复：新农合和职工医保不
可以同时参保。根据国家政策不允许重
复参保，国家审计署每年会对参保人员
进行审计，杜绝重复参保情况发生。取
消农村合疗参合，需本人带身份证及合
疗卡来户籍归属地合疗办办理，参合费

用170元进入国家基金账户，不予退还。
三、网友关注：佳县贫困户养殖有

没有补助？
佳县回复：2018年，佳县计划将产

业资金分两部分安排实施，一部分注入
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
责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贫
困户长期稳定脱贫；一部分作为奖励资
金，奖补给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村集体经
济组织管理人员、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及
个人。补助的产业主要为养猪、养羊、
养鸡、养蜂、养大家畜和水产养殖等。
实施流程：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可申请
实施上述任意一个或几个产业，申请资

金 额 度 按 照 本 村 贫 困 户 数 量 乘 以
3000—5000元的标准进行。各村结合
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选择合适的产业，
向村支部提出具体实施计划和资金申
请；村支部研究后，报所在镇（办、中心）
审核；镇（办、中心）研究审定后，汇总上
报县产业脱贫办；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研究审批后，县财政分批分类将资金
转入镇（办、中心）专户。根据实施产业
类别，由县级相关部门会同各镇（办、中
心）指导项目实施，并负责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完毕并通过验收后，再由镇
（办、中心）将资金转入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项目建设方账户。 康世亮整理

陕西

成功举办农民诗歌大赛
本报记者李苗苗报道 4月9日，由陕西省农民诗

歌学会、陕西省传播学会主办的“2018大西安首届农
民节陕西农民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西安市临潼区相
桥街道神东村召开。

据了解，本次征稿活动从2月13日开始，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就征集到诗歌作品约200余件，以原创作
品参与的诗人大多为地道农民。他们分布于关中、陕北、
陕南广大地区，作品题材涉及当代农村、农业、农民生活
等各个层面。以评审标准为基础，通过对应征诗作认真
比较，根据多数评委意见，考虑地域平衡、鼓励新进、客观
公正等诸多因素，共评出各档次获奖作品65件。

“历经艰难曲折，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村子欢聚一
堂，召开陕西农民诗大奖赛颁奖大会。”担任本次农民
诗歌大赛创作奖评委会主任的刘荣庆说。举办西安首
届农民节陕西农民诗歌大赛，时间虽短但声势浩大，应
征、评选涉及陕甘新豫苏五省区，反映出城市化、市场
化、传播网络化等特征。

羊老大国旅

发布万人游榆林及惠民产品
本报通讯员武永峰报道 3月24日，羊老大国旅

举办20周年庆典活动，发布万人游榆林及惠民产品。
同时“转战陕北”微信公众平台正式上线。

据了解，20年来，陕西羊老大国际旅行社相继推
出“畅游天下”“快乐周末周边游”“幸福老人夕阳红”

“励志成长研学旅行”等旅游品牌，在榆林市场独树
一帜，赢得游客的广泛青睐和市场认可。今后，羊老
大国旅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的理念，进
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开拓品牌市场，拓宽企业生
存发展空间。

活动现场，羊老大国旅还向市民发布了“感恩有
你、相伴同行”惠民产品。同时，由羊老大倾情打造的

“转战陕北”微信公众平台也正式上线。

米脂县财政局

举行好人好事主题故事会
本报通讯员杜银宝报道 近日，米脂县财政局举

行了“学习身边好人好事”主题故事会活动。
故事会上，干部职工们积极发言，一起分享他们做

过的好事，讲述他们身边的好人，大家还围绕身边的好
人好事进行自由讨论，发表感想。大家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向模范人物学习、向身边好人看齐，提高道
德修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全县财政事业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刘涛报道 据监测系统
显示，今年3月份，我市消费市场总体
供应充足，运行平稳。随着季节变化和
气温升高，本地蔬菜陆续上市，供应增
加，蔬菜批发价格环比下降，个别价格
降幅接近一半。

重点流通企业销售同比下降
3月份，我市重点流通企业实现销

售额7085.24万元，同比下降14.47％。
粮油食品销售1189.3万元，同比增长
8.3％。其中：粮食销售253.8万元，同

比增长81.81％；食用油销售113.1万
元，同比下降25.11％；肉类销售163.1
万元，同比增长 2.35％；烟酒销售
133.14万元，同比增长21.4％；日用品
销售114.39万元，同比增长25.08％；汽
车 销 售 1987.85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46.27％。

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天气变暖，人们外出聚餐增多。不

少酒店推出特色宴席、地方风味小吃、
自助餐等新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

营业收入。餐饮业销售收入2182.56
万元，同比增长7.42％

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煤炭平均价格 787.25 元/吨，与

2 月环比下跌 0.7％。其中：无烟煤
销售 932 元/吨，环比下跌 0.3％；烟
煤销售价格 642.5 元/吨，环比下跌
1.2％ 。 柴 油 价 格 环 比 批 发 下 降
0.6％，零售下降3.9％。汽油零售价
格环比下降 3.7％。其他钢材、农药
环比持平。

生活必需品价格环比下降
食用油批发价格环比持平，零售价

平均16.72元/升，环比上涨1.77％。猪
肉零售价平均30.76元/公斤，环比下降
3.18％。禽肉、蛋类零售价环比分别下
降5.3％、12.12％。蔬菜批发价环比下
降5.87％，零售价环比下降14.22％。
其中：芹菜、大白菜、黄瓜、圆白菜、油
菜、白萝卜零售价分别环比下降
41.94％、41.82％、36.28％、32.12％、
24.24％、25.53％。

3月份我市蔬菜批发价格环比下降
创森宣传标语

创森关乎你我他，真创实践靠
大家；

我在森林之中，森林在我心中；
唱响创森主旋律，谱写生态文

明曲；
你心我心生态同心，你行我行

创森同行；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富强

魅力榆林。

百姓问政一周集萃

开栏的话
当前，榆林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为大力宣传各地创建活动成果，
弘扬文明新风，本报决定从即日起开设

“文明榆林，共同家园”栏目，敬请关注。

拾金不昧

公交站牌上张贴的小广告挡住了市民视线

民警和失主共同查看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