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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洛讯（代绪刚
记者 闫鹏飞）“今年我种的
7000袋香菇，估计能收入2万
多元，25只羊到年末估计能发
展到50多只，卖掉30只左右，
估计又能收入1万多元。”商南
县青山镇贫困户桂方勤信心
满满地向我们算起了他的收
入账。他申请了5万元扶贫专
项资金，3万元购买了5只羊，
建起了一个 140平方米的羊
舍，2万元购买原料种子7000
袋的香菇。目前羊已经发展
到了25只。

商南县青山镇吉亭村李
广文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把目

标锁定在丹参、桔梗、荆芥、山
茱萸几类经济效益更好的中
药材上，在自家地里每样种了
一亩，几年下来，丹参、桔梗产
量甚好，除去种子、化肥、人工，
一亩地的收入要比种庄稼高
出三四倍。他还积极整合贫
困户入股资金、产业补助资
金、自身储备资金等，带动了
全村30多户贫困家庭实现稳
定持续增收。

在脱贫攻坚战中，商南
县从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
机制入手，创新财政涉农资
金投入机制，集中财力资源，
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年来，不断加大财政涉农
资金整合力度，以“多个渠道
进水、一个龙头放水”为目
标，变“零钱”为“整钱”、化

“分散”为“集中”，集中财力
干实事、办大事，全部用于脱
贫攻坚，力促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村退出。2016年和2017
年共计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70350.82 万元，2018 年度计
划 整 合 涉 农 财 政 资 金
23506.3万元。

商南县充分运用扶贫项
目和资金支持贫困户生产发
展，支持产业化带动贫困户，
支持贫困户能力提升，累计带

动了18771户次贫困户生产发
展、培训、就业和受益分红，引
导和激励社会资金 31557.86
万元投入扶贫领域，为 2017
年13个贫困村的退出和2018
年拟退出的35个贫困村年底
退出提供了资金保障。充分
发挥产业脱贫引导资金的作
用，主要围绕食用菌、猕猴桃、
畜禽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
商南县对 27个带动效果好、
带动努力强的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共投入了 500
万元的产业引导资金，带动
28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取到
了显著效果。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和平）渭南市澄城县洛河沿岸
的樊家川村贫困户樊智通一
会安排这个提筐子，一会叫那
个封箱子，忙得不可开交。他
如今可是村里的技术达人，经
他手的梨园，产量多、果面好、
个头大、甜度高，深受客商青
睐，“今年光毛收入就有 5万
多，留着给娃娶媳妇。”近日，在
第一书记李鹏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田间，只见黄灿灿的酥梨
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撕袋、
摘梨、装箱、过秤，一个个忙忙
碌碌。

“一亩梨卖1万多，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党支部书记樊
建武感慨。樊家川位于洛河川

道里，水资源便利。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以前群众大多种小
麦、油菜、投入多、产量低，勤而
不富，属于贫困村。“你看这虽
然是水浇地，但是一亩小麦最
多产800斤，卖个1000元，一亩
玉米产1600斤，能卖1300元，
都和种梨没办法比。”

为了帮助群众脱贫，村干
部经过考察，决定走出一条以
梨兴村的致富之路。樊智通
就是在村里的号召下，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2015年种植了15
亩梨树，“当时也没抱太大希
望，但是有资金和政策扶持，
就试了试，”樊智通笑着说，“今
年产量高，价格也好，比我以
前在外打工强多了，秋后我还

计划承包20亩地，扩大规模。”
樊智通只是樊家川村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帮扶单位澄城县人大
办第一书记和村两委会干部
紧跟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
构，把发展酥梨栽植作为强村
富民、精准扶贫的一号工程，
采取“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
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党
支部走”的模式，统一指导、管
理、包装和推销，实现小农村
与大市场的对接。此外，该村

还注册了“龙首坝”品牌水晶
酥梨，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
荣获了省级“一村一品”知名
品牌。目前全村的酥梨面积
已经达到3200亩，其中贫困户
发展酥梨面积1300亩。

包联樊家川村的人大办主
任李建荣透露：“下一步，我们
还要协助樊家川村积极扩展海
外市场，把酥梨产业做大、做
优、做特，争取早日走出国门，
同时全程做好技术服务工作，
使群众稳定脱贫，不返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集中财力助贫困户发展

种下“脱贫梨”收获“致富果”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
陈卫平)日前，汉中市公安局汉
台分局根据点滴线索深挖细查，
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奔赴海南
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

2018年 8月 31日，汉中一
张姓市民接到自称航空公司业
务员的电话，对方以航班延误需
要改签并支付补偿金为由，要求
其缴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张

某信以为真，先后3次向对方账
户转账共计37981元，后来发现
被骗立即报警。

公安汉台分局接到报案后，
立即组织刑警大队七中队攻坚
破案。办案民警对相关资金
流、信息流进行深入研判，发现
2张涉案银行卡已在海南三亚、
儋州等地取款，遂奔赴海南继
续调查。期间调取了嫌疑人取

款时的监控视频，视频模糊不
清没有比对条件，案件一度陷
入困境。

办案民警没有放弃，对银
行周边所有视频监控进行了长
达 20余小时的细读精甄，获得
重要线索：一辆嫌疑人取款时
乘坐的红色轿车成为新的突破
口。在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配
合下，侦查员锁定了取款嫌疑

人身份信息，并于 9月 29日在
海南澄迈县将嫌疑人林某平
（男，35岁，海南儋州人）、郑某
海（男，29岁，海南儋州人）抓
获，当场查获涉嫌电信诈骗的
银行卡 50余张。经查证，2名
嫌疑人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串并6起案件，侦办
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黄宪明 王红丽
记者王锋）铜川好人多，爱心如
泉涌。10月 10日上午，铜川籍
爱心人士、深圳企业家安景川助
学金发放仪式在铜川市第五中
学举行。安景川专程从深圳赶
回，慷慨解囊8.2万元，资助该校
品学兼优贫困学生 164名。同
时，还为广阳中小学、阿庄中小
学、红土中学、印台中学的贫困
学生捐助近 7万元。这已是安
景川连续第三年为家乡学子创
造更好的读书学习条件而进行

的捐助了。三年来，他共计捐献
助学金45万元。

今年48岁的安景川生在铜
川，长在铜川，对家乡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说：“作为一个铜川
人，得知家乡一些品学兼优的学
生因为家庭贫困，完成求学之路
有困难。而近些年，我经过艰辛
创业，目前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
力，就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
对贫困学生尽一份爱心，更希望
借助捐资助学活动，呼吁社会更
多的人来关注贫困学生。”

爱心人士三年资助贫困生45万元

受助学生代表领取资助金

高黎贡山·普洱茶
品鉴会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东启喻浚）昨日，
数十名来自各地的茶友相聚在西安巨瀚
广场茗鼎茶城，共同品鉴了高黎贡山·普
洱茶的独特芬芳与韵味。让喧嚣的都市
里有了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在品茗聊
天中感受到大自然的赐予，更加深了对
中国茶文化的了解。

一位参加高黎贡山·普洱茶品鉴
会的茶友激动地说，由陕西省茶文化研
究会与云南高黎贡山集团主办，陕西省
茶文化品牌推广中心承办的这次活动
很有意义，身在闹市，便可品尝到芳香
甘醇的古树茶，了解到大自然给予的馈
赠，荣幸之余口留茶香。

安康城区两晚
查获酒驾35起

本报安康讯（唐波记者吴琛）10
月8日至9日晚，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
局交警大队集中优势警力，在安康城区
范围内连续开展酒驾整治集中行动。

在行动中，汉滨分局交警大队各中
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勤务模
式，采取机动巡逻与定点查处相结合的
方法，充分利用执法装备，对过往车辆
进行检查，依法查处酒驾醉驾毒驾、无
证驾驶、涉牌涉证、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在连续两晚的
行动中，全队共查获酒驾35起。

第二十五届农高会
将呈现四大亮点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王晓艳记者
薛保华）10月10日，记者从杨凌示范区
展览局获悉，以“新时代、新驱动、新农
业”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中国杨凌农高
会将于11月5日-9日在杨凌举办，与往
届相比，本届农高会将呈现四大亮点。

1.凸显乡村振兴主题：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举办乡村振兴杨凌论坛，
解读政策，交流科技驱动乡村振兴的做
法和经验；2.展馆环境全面提升：今年
首次将C馆作为主展馆，并以C馆为重
点，全面提升各展馆环境；3.对外开放
更务实：本届农高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程度，首次举办2018年中国杨凌农
高会高级别圆桌会议暨二十国集团智
库创新研讨会、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农业国际合作研讨会等9个国际
论坛活动；4.展会服务更贴心：农高会
作为宣传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实施了缩短展商资格审查时间、报到只
跑一次的举措，对交通组织和安全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安排，对展商
参会各环节的感受和效果均进行了充
分考虑。

大荔落花生
喜获丰收

本报渭南讯（李世居记者杨晶）
近日，位于“沙窝窝”的大荔县苏村镇农
民忙着采收今年的花生。种植历史已
有2000多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荔
落花生，全县种植面积达10多万亩以
上，亩产在300公斤左右。

据了解，由于大荔花生产于沙苑
的沙土地带，有着松软的土地、丰富的
光照和水资源，更利于花生的生长，所
产的花生果仁饱满，果皮洁白，色泽鲜
艳，加之花生含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
酸、维生素，对高血压、高胆固醇和冠心
病有一定的辅助防治作用，而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畅销西北、东北等地。花生
已成为大荔县的拳头产品和沙苑农民
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市民三次被骗转账近四万元
汉台公安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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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洛讯（代绪刚
记者 闫鹏飞）“今年我种的
7000袋香菇，估计能收入2万
多元，25只羊到年末估计能发
展到50多只，卖掉30只左右，
估计又能收入1万多元。”商南
县青山镇贫困户桂方勤信心
满满地向我们算起了他的收
入账。他申请了5万元扶贫专
项资金，3万元购买了5只羊，
建起了一个 140平方米的羊
舍，2万元购买原料种子7000
袋的香菇。目前羊已经发展
到了25只。

商南县青山镇吉亭村李
广文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把目

标锁定在丹参、桔梗、荆芥、山
茱萸几类经济效益更好的中
药材上，在自家地里每样种了
一亩，几年下来，丹参、桔梗产
量甚好，除去种子、化肥、人工，
一亩地的收入要比种庄稼高
出三四倍。他还积极整合贫
困户入股资金、产业补助资
金、自身储备资金等，带动了
全村30多户贫困家庭实现稳
定持续增收。

在脱贫攻坚战中，商南
县从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
机制入手，创新财政涉农资
金投入机制，集中财力资源，
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年来，不断加大财政涉农
资金整合力度，以“多个渠道
进水、一个龙头放水”为目
标，变“零钱”为“整钱”、化

“分散”为“集中”，集中财力
干实事、办大事，全部用于脱
贫攻坚，力促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村退出。2016年和2017
年共计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70350.82 万元，2018 年度计
划 整 合 涉 农 财 政 资 金
23506.3万元。

商南县充分运用扶贫项
目和资金支持贫困户生产发
展，支持产业化带动贫困户，
支持贫困户能力提升，累计带

动了18771户次贫困户生产发
展、培训、就业和受益分红，引
导和激励社会资金 31557.86
万元投入扶贫领域，为 2017
年13个贫困村的退出和2018
年拟退出的35个贫困村年底
退出提供了资金保障。充分
发挥产业脱贫引导资金的作
用，主要围绕食用菌、猕猴桃、
畜禽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
商南县对 27个带动效果好、
带动努力强的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共投入了 500
万元的产业引导资金，带动
28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取到
了显著效果。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和平）渭南市澄城县洛河沿岸
的樊家川村贫困户樊智通一
会安排这个提筐子，一会叫那
个封箱子，忙得不可开交。他
如今可是村里的技术达人，经
他手的梨园，产量多、果面好、
个头大、甜度高，深受客商青
睐，“今年光毛收入就有 5万
多，留着给娃娶媳妇。”近日，在
第一书记李鹏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田间，只见黄灿灿的酥梨
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撕袋、
摘梨、装箱、过秤，一个个忙忙
碌碌。

“一亩梨卖1万多，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党支部书记樊
建武感慨。樊家川位于洛河川

道里，水资源便利。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以前群众大多种小
麦、油菜、投入多、产量低，勤而
不富，属于贫困村。“你看这虽
然是水浇地，但是一亩小麦最
多产800斤，卖个1000元，一亩
玉米产1600斤，能卖1300元，
都和种梨没办法比。”

为了帮助群众脱贫，村干
部经过考察，决定走出一条以
梨兴村的致富之路。樊智通
就是在村里的号召下，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2015年种植了15
亩梨树，“当时也没抱太大希
望，但是有资金和政策扶持，
就试了试，”樊智通笑着说，“今
年产量高，价格也好，比我以
前在外打工强多了，秋后我还

计划承包20亩地，扩大规模。”
樊智通只是樊家川村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帮扶单位澄城县人大
办第一书记和村两委会干部
紧跟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
构，把发展酥梨栽植作为强村
富民、精准扶贫的一号工程，
采取“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
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党
支部走”的模式，统一指导、管
理、包装和推销，实现小农村
与大市场的对接。此外，该村

还注册了“龙首坝”品牌水晶
酥梨，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
荣获了省级“一村一品”知名
品牌。目前全村的酥梨面积
已经达到3200亩，其中贫困户
发展酥梨面积1300亩。

包联樊家川村的人大办主
任李建荣透露：“下一步，我们
还要协助樊家川村积极扩展海
外市场，把酥梨产业做大、做
优、做特，争取早日走出国门，
同时全程做好技术服务工作，
使群众稳定脱贫，不返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集中财力助贫困户发展

种下“脱贫梨”收获“致富果”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
陈卫平)日前，汉中市公安局汉
台分局根据点滴线索深挖细查，
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奔赴海南
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

2018年 8月 31日，汉中一
张姓市民接到自称航空公司业
务员的电话，对方以航班延误需
要改签并支付补偿金为由，要求
其缴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张

某信以为真，先后3次向对方账
户转账共计37981元，后来发现
被骗立即报警。

公安汉台分局接到报案后，
立即组织刑警大队七中队攻坚
破案。办案民警对相关资金
流、信息流进行深入研判，发现
2张涉案银行卡已在海南三亚、
儋州等地取款，遂奔赴海南继
续调查。期间调取了嫌疑人取

款时的监控视频，视频模糊不
清没有比对条件，案件一度陷
入困境。

办案民警没有放弃，对银
行周边所有视频监控进行了长
达 20余小时的细读精甄，获得
重要线索：一辆嫌疑人取款时
乘坐的红色轿车成为新的突破
口。在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配
合下，侦查员锁定了取款嫌疑

人身份信息，并于 9月 29日在
海南澄迈县将嫌疑人林某平
（男，35岁，海南儋州人）、郑某
海（男，29岁，海南儋州人）抓
获，当场查获涉嫌电信诈骗的
银行卡 50余张。经查证，2名
嫌疑人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串并6起案件，侦办
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黄宪明 王红丽
记者王锋）铜川好人多，爱心如
泉涌。10月 10日上午，铜川籍
爱心人士、深圳企业家安景川助
学金发放仪式在铜川市第五中
学举行。安景川专程从深圳赶
回，慷慨解囊8.2万元，资助该校
品学兼优贫困学生 164名。同
时，还为广阳中小学、阿庄中小
学、红土中学、印台中学的贫困
学生捐助近 7万元。这已是安
景川连续第三年为家乡学子创
造更好的读书学习条件而进行

的捐助了。三年来，他共计捐献
助学金45万元。

今年48岁的安景川生在铜
川，长在铜川，对家乡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说：“作为一个铜川
人，得知家乡一些品学兼优的学
生因为家庭贫困，完成求学之路
有困难。而近些年，我经过艰辛
创业，目前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
力，就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
对贫困学生尽一份爱心，更希望
借助捐资助学活动，呼吁社会更
多的人来关注贫困学生。”

爱心人士三年资助贫困生45万元

受助学生代表领取资助金

高黎贡山·普洱茶
品鉴会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东启喻浚）昨日，
数十名来自各地的茶友相聚在西安巨瀚
广场茗鼎茶城，共同品鉴了高黎贡山·普
洱茶的独特芬芳与韵味。让喧嚣的都市
里有了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在品茗聊
天中感受到大自然的赐予，更加深了对
中国茶文化的了解。

一位参加高黎贡山·普洱茶品鉴
会的茶友激动地说，由陕西省茶文化研
究会与云南高黎贡山集团主办，陕西省
茶文化品牌推广中心承办的这次活动
很有意义，身在闹市，便可品尝到芳香
甘醇的古树茶，了解到大自然给予的馈
赠，荣幸之余口留茶香。

安康城区两晚
查获酒驾35起

本报安康讯（唐波记者吴琛）10
月8日至9日晚，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
局交警大队集中优势警力，在安康城区
范围内连续开展酒驾整治集中行动。

在行动中，汉滨分局交警大队各中
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勤务模
式，采取机动巡逻与定点查处相结合的
方法，充分利用执法装备，对过往车辆
进行检查，依法查处酒驾醉驾毒驾、无
证驾驶、涉牌涉证、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在连续两晚的
行动中，全队共查获酒驾35起。

第二十五届农高会
将呈现四大亮点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王晓艳记者
薛保华）10月10日，记者从杨凌示范区
展览局获悉，以“新时代、新驱动、新农
业”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中国杨凌农高
会将于11月5日-9日在杨凌举办，与往
届相比，本届农高会将呈现四大亮点。

1.凸显乡村振兴主题：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举办乡村振兴杨凌论坛，
解读政策，交流科技驱动乡村振兴的做
法和经验；2.展馆环境全面提升：今年
首次将C馆作为主展馆，并以C馆为重
点，全面提升各展馆环境；3.对外开放
更务实：本届农高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程度，首次举办2018年中国杨凌农
高会高级别圆桌会议暨二十国集团智
库创新研讨会、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农业国际合作研讨会等9个国际
论坛活动；4.展会服务更贴心：农高会
作为宣传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
实施了缩短展商资格审查时间、报到只
跑一次的举措，对交通组织和安全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安排，对展商
参会各环节的感受和效果均进行了充
分考虑。

大荔落花生
喜获丰收

本报渭南讯（李世居记者杨晶）
近日，位于“沙窝窝”的大荔县苏村镇农
民忙着采收今年的花生。种植历史已
有2000多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荔
落花生，全县种植面积达10多万亩以
上，亩产在300公斤左右。

据了解，由于大荔花生产于沙苑
的沙土地带，有着松软的土地、丰富的
光照和水资源，更利于花生的生长，所
产的花生果仁饱满，果皮洁白，色泽鲜
艳，加之花生含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
酸、维生素，对高血压、高胆固醇和冠心
病有一定的辅助防治作用，而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畅销西北、东北等地。花生
已成为大荔县的拳头产品和沙苑农民
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市民三次被骗转账近四万元
汉台公安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

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