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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全省率先推出婚姻登记“全域通办”
阳光讯（记者 缑青翠）
“少跑路，
速
度快，
真方便！”
沣西新城的小李和男
朋友领完结婚证不由自主夸赞起来。
小李和男朋友张先生计划“五
一”
举办婚礼，
为了尽快领取结婚证，
不耽误办婚礼，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他们二人都在沣西新城上班，小李户
口在秦汉新城辖区，
男朋友户口在外
地，按照以往婚姻登记政策，两人需
要去秦汉新城办理，
但去秦汉新城来
回路程至少花费1个多小时。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
小李给西咸新区人社民
政局沣西婚姻登记处打了个电话，结
果令她喜出望外，工作人员告诉她，
可以在沣西新城来领证。
4月12日下午两点半，小李携男
友小张，带着身份证、户口本以及3
张照片来到沣西婚姻登记处，仅仅
十几分钟，两本崭新的结婚证就拿
到手中。
就在小李领取结婚证的第二天，
秦汉新城的魏女士也带着年逾七旬
的父母来到秦汉新城位于兰池大厦2
楼的婚姻登记处，
将原来八十年代初

领取的手写体结婚证，
换成新型结婚
证书。而魏女士之所以有此举动，原
是村中乡亲传来信息，
户口不在秦汉
新城，也可以在秦汉新城办新证、换
新证。此信息触动了魏女士的一份多
年牵挂，
她一直想给父母换一本新结
婚证，
一来可以长期保存，
有个纪念，
另外，也想近期办理房产证时使用。
但父母户口远在泾河新城，因为拆
迁，近期一直借住在秦汉新城，换证
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
依靠这个乡亲
传递来的信息，
她也圆了自己的梦。
小李和魏女士的父母如此便捷
地领取结婚证书，
受益于西咸新区近
期推出的一项婚姻登记“全域通办”
改革。
“全域通办”
是利用
“人脸识别”
技术、
“线上预约”功能，使户籍在不
同新城的居民，在其他新城也可高
效、
便捷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西咸新区人社民政局秦汉婚姻
登记处主任魏欢介绍，
“新系统使用
了人脸识别、
电子签名、
预约初审、档
案整合等功能，
不仅使辖区群众能够
就近办理业务，
还节省了工作人员操

作程序，
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就拿
结婚业务来说，
以前是新人来婚姻登
记处先审核证件，再填写两张表格，
复印证件，
现在审核完证件就可以直
接办理了，
新人只需要配合做好人脸
识别、在屏幕上签名、按上电子指印
就可以领到结婚证了，
跟之前相比办
证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左右缩短到
了7分钟，
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也增加了婚姻登记的安
全系数。
据了解，
早在2018年8月，西咸新
区人社民政局率先在全省推动了婚
姻登记无纸化办公，
改革了婚姻登记
工作方式，优化了婚姻登记工作流
程，实现了登记业务全程电子版办
公，
登记过程从原来的二十分钟缩短
至七分钟即可完成。
“全域通办”
业务
的推出，是西咸新区围绕“我为群众
办实事”
，推进婚姻登记“放管服”改
革，
按照“网上办、
就近办”的思路，深
化新区婚姻登记管理水平，不断满足
群众婚姻登记需要，
打造优质高效的
西咸婚姻登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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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高交大队举行警车发放仪式
20辆警用新车发放到一线中队
阳光讯（记者 赵小康 刘金）4月29日上午，
咸阳高交大队在西兴高速咸阳收费站广场举行
警车发放仪式，将20辆警用新车全部发放到一
线中队。
这批配发的新警车，
是咸阳市委、
市政府和
市公安局党委对高速交警警用装备给予大力支
持，
专门划拔专项经费300万元，
购置了20辆（吉
利博瑞轿车13辆、长城炮皮卡7辆）性能优良、
配置齐全的警用车，
20辆警车将装备一线中
队，正式投向路面使用，
这充分体现了咸阳市
公安局党委服务基层、
抓好交通秩序管理的信
心和决心。
此次警车发放，将用在路面巡逻管控的勤
务中，
用在快速处置群众报警求助的警情中，
用
在恶劣天气响应、
急难险重事件的应急处突中，
用在重大节日疏堵保畅的工作任务中，用在服
务民生的各项工作中，做到“接处警再快一分
钟，
服务群众再近一百米”
，
进一步提高大队执
法执勤用车装备水平，为全力做好全市高速公
路公安交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支撑。

咸阳旬邑县抢抓时机移栽烟苗

“今年花开逛咸阳”品读历史之旅暨百家旅行社进咸阳活动启动

阳光讯（记者 刘金 文/图）按照咸
阳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全方面展
示咸阳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景区与旅

行社之间沟通合作，提升咸阳市旅游
景区综合影响力和知名度，
4月28日至
在袁家村、
乾陵景区举办“今年
30日，
花开逛咸阳”品读历史之旅暨百家旅
行社进咸阳活动。活动仪式邀请了咸
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罗军，
陕西省文旅
厅市场管理处处长李霆、市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郭群星等多名领导出席本次
活动。此外，
礼泉、
乾县县委、
县政府等
相关领导，省内外百家旅行社及多家
主流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在礼

泉县袁家村举办的“百家旅行社进咸
阳”
活动启动仪式中，
由袁家村、
乾陵、
昭陵、
茂陵、
大佛寺、
马栏革命旧址、
郑
国渠、云集生态园八家景区挑选的推
介人员在现场进行文化旅游宣传推
介，
增强景区与旅行社之间沟通合作；
随后，礼泉县有关领导向参加活动的
各位嘉宾和观众致辞，罗军市长发表
了重要讲话，省旅行协会在现场举行
了授牌仪式，
活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
参加人员热情高涨。

湘沪陕三地接力 金手串终归原主
阳光讯（记者 熊玺）一对上海夫妇
在湖南旅游时不慎将金手串丢失，恰
巧金手串被西安市长安区人拾走，在
湘沪陕三地警方的努力下，金手串终
归原主。
4月中旬，彭先生与爱人在湖南
张家界旅游时，
爱人不慎在黄龙机场
安检时，
将随身佩带的一串黄金手串
遗失。机场公安民警很快便通过监控
视频发现了捡拾人，
并且为彭先生和
爱人提供了捡拾人的姓氏和地址信息。

捡拾人姓朱，
家住西安市长安区鸣
犊辖区——
—这条线索，
可是彭先生和妻
子的希望。他们请求黄龙机场公安联系
当地派出所，
于是4月17日，
西安市公安
局长安分局鸣犊派出所便接到了从湖
南张家界黄龙机场打来的协助电话。
接到协助电话后，派出所所长
吕卫辉第一时间安排民警仝玉川、
左帅全力开展查找工作。诺大的辖区，
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只要认真，
并不
是没有可能。民警仝玉川、
左帅通过大

量细致的工作，
一次次比对、
摸排、走
访村干部，终于在当日中午成功找
到朱姓女子。在核实了相关情况后，
朱
某主动返还手串。民警没敢耽搁，
立即
将手串邮寄到了上海彭先生家。
在发出手串的十天后，
鸣
4月27日，
犊派出所收到了一份从上海邮寄来的
“神秘礼物”
。民警打开后一看，
才明白
是彭先生及爱人为感谢民警特意赶制
邮寄来的一面锦旗。与快递几乎同时
到达的，
还有彭先生打来的感谢电话。

阳光讯（记者 李瑜 通讯员 魏锋 文/图）
“烟
苗出棚炼苗后要抢抓时机移栽，这样烟苗就容
易早发快长，
为今年丰收丰产奠定基础。”
当前
正值烟叶移栽关键时期，走进咸阳市旬邑县烟
田，
随处可见烟农和烟技员忙碌的身影。4月28
日，
在咸阳旬邑县马栏镇马栏村，
烤烟技术员燕
亚平一边向烟农讲解烟苗移栽要点，一边动手
示范如何操作。

咸阳旬邑县公安局土桥派出所：
践行枫桥经验 真诚为民服务
阳光讯 （记者 赵小康 记者 通讯员 赵军）
近日，咸阳旬邑县公安局土桥派出所民警在
“百万警进千万家”
活动中，
获知辖区群众王某
因常年瘫痪在床行动不便，未能及时办理身份
证，
致使很多国家惠民政策未能享受。了解到这
一实际情况后，该所立即安排户籍民警上门为
王某办证。由于人像采集系统拍照标准要求较
高，户籍民警往返数次未能成功采集到合格照
片。故而只能推着轮椅将王某带到派出所现场
照相办证。系统采集照片时也因王某的常年偏
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户籍民警决定采用最传
统的照相技术，近距离抓拍并附以技术手段修
图，最终成功为王某采集并上传了一张合格的
证件照并顺利办理了居民身份证。民警的暖心
举动得到了王某家属的极大认可和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