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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
办教育让孩子“上好学”

找准难点直击痛点

恒大扶贫扶在困难群众心坎上

每月10日前将问题线索清
单及相关材料移送省纪委监委；
对职能部门、派驻机构该发现未
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移交
的，对其进行约谈问责……今年
以来，省纪委监委聚焦涉黑涉恶
腐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以
及专项斗争工作不力三类问题，
深入开展涉黑涉恶腐败问题专
项治理。

马安桥、尤战峰，一个是村
霸、一个是当地派出所所长。今年
3月，接到村民实名反映问题，遭黑

恶势力打击报复致残无人理会的
网上举报问题线索后，省纪委监委
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省市联合调
查组，连夜赶赴高陵开展调查
工作。

联合调查组经对反映信分析
研判，梳理出张虎两次被打，耿北
村原党支部书记马安桥毁田挖
沙、向有关人员行贿等18条问题
线索，建立台账，并根据职责对
调查工作进行了分工。经查，
2011年1月尤战峰担任耿镇派出
所所长以来，多次收受耿北村马安

桥等人的好处费，出借资金获取高
额利息等。2016年2月5日，张虎
因不断上访，阻挠村上迁坟工作被
打，负责案件侦办工作的尤战峰
等四人存在现场处置不规范、后
续侦查工作不力等不正确履职问
题。特别是2017年5月8日，张
虎再次被打后不断上访，感觉事
情再也包不住的尤战峰、马安桥
等三人在耿镇派出所尤战峰宿舍
密谋，最后决定让收钱后组织打
人者黄鹏自首兜底，不再牵涉其
他人。调查认为，尤战峰的行为

涉嫌“保护伞”。
依据有关规定，联合调查组

建议给予尤战峰开除党籍、公职
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问
题基本查清，共处理57人，其中
党纪政务处分33人，移送司法机
关4人。张虎两次被打涉案人员
全部归案并依法处理。

今年1月至10月，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员干部涉
黑涉恶问题841件，处理1068人。
本报记者石喻涵实习生贺凯

本报讯（记者赵明石喻涵）家
中天然气泄漏该怎么办？家中出
现火灾该如何自救，有人昏迷如何
进行专业急救措施？12月4日，西
安市经开区在城市运动公园举行
2018年《宪法》《安全生产法》宣传
咨询日活动。现场相关部门专业
工作人员宣传《宪法》的同时，向市
民进行安全知识普及。

“如果家中天然气泄漏该咋
办？”市民问道。工作人员拿着安全
应急知识宣传彩页解释说，使用天
然气时一定要保持门窗通风，并由
专人照看。停气时一定要检查灶具
阀、灶前阀、自闭阀是否关好。隔一
段时间可以用小毛刷蘸洗洁精水试
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
包现象，则有漏气点，请立即拨打
96777保修。漏气时切勿开关任何
电器，如开灯、打开抽油烟机；切勿
在室内使用电话、手机等通信工具；
切勿使用火柴或者打火机来测试漏
气源；切勿按动邻居的门铃。

西安市经开区安监局局长闫
省军表示，主要是通过开展国家宪
法日暨安全生产法宣传咨询日活
动，进一步掀起学习《宪法》《安全
生产法》热潮，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倡导广
大群众关注安全生产、参与安全生
产，全面营造安全生产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切实让安
全生产法治观念走进社会、走进生
产经营单位、走进人心。

西安经开区举行
《宪法》宣传活动

怎样做才能让困难群众受益更多？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切实
把扶贫工作做到实处？困难群众从大山搬迁出来后，如何才能
拓宽增收渠道？又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这些是恒大集团常驻
在毕节市的扶贫队员们在工作中思考最多的问题。用扶贫队员
体验过当地生活后的话说，“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
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体验过之后，才感受到毕节市
所辖的范围差不多应该算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了”，面对客观的条件和集团扶贫的信心，他们不得不多思多想，
“群众们很朴实，对好的生活也很渴望，我们要做就必须尽全力
做到最好。”

“黔地无闲草，遍地皆良
药。”毕节市因地域特色鲜明，生
物资源多样，药材种类丰富，成
为贵州乃至全国中药材的重要
产区，素有“中草药育盆”之
称。然而，基础设施薄弱、产业
化程度低、市场信息闭塞等因
素，一直制约毕节市中药材产业
蓬勃发展、做大做强。

恒大集团2015年结对帮扶
毕节市以来，充分结合毕节市当
地实际情况，经过与当地党委政
府、中药局、合作社等部门技术人
员共同研究讨论，同时根据当地
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条件，最终
决定因地制宜帮助毕节市做大做
强中药材产业。结合毕节市的实
际情况，恒大集团计划帮助毕节

市建设25万亩中药材基地。目
前，在多方的努力下，已建设完成
了13.9万亩中药材、食用菌基地，
并引进一力制药、香港恒畅等中
药材上下游龙头企业，解决产品
收购和销售的大问题。

恒大集团大方扶贫公司产业
二部中药材组陈枫常驻在毕节市，
他对集团在毕节援建的中药材市

场前景非常看好，目前丹参的市场
价格是每公斤15至17元，“如果一
户家庭种了3至5亩的丹参，毛收
益就有4500元，减去成本，还能有
3500元至4000元的纯收益。”陈
枫说，跟丹参相比，毕节天麻、魔芋
的收益更高，如果天麻收益好的
话，每一户贫困家庭一年可产生
7000元至8000元的收益。

恒大集团深知扶贫攻坚
的核心在于产业支撑，考虑到
毕节全市因地理环境特殊，海
拔高、蓄水难，当地养的乌蒙
山区牛品差、蔬菜无收成无销
路等痛点，提出了投入 57 亿
元，帮助毕节市 20 万户、70 万
贫困人口发展蔬菜、肉牛以及

中药材、经果林等特色产业的
产业扶贫思路，并引进上下游
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基地”的特色帮
扶模式，确保贫困户持续增
收、就地脱贫。

贫困户杨军就是这样一个
典型，过去他多次养牛，但最终

经济收益都不尽如人意；尤其
种的菜，由于土地肥力差，收获
的分量连自己一家几口人吃都
紧张，更别说卖钱贴补生活。
恒大集团实施帮扶以来，杨军
用无息贷款购买了三头品种改
良后的肉牛，又通过技能培训，
学到了科学的养牛技术，“我每

养一头母牛，政府补助 1000元
饲草料费，每生一头小牛，恒大
再奖励 1000元，三头牛生三头
仔，光奖补就已经有 6000 元，
另外一头 5 个月大的小牛卖
6000 元不是问题！”如今的杨
军，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

本报讯（刘争远刘辉记者
石喻涵实习生贺凯）12月5日上
午，陕西法院系统集中公开宣判一
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陕西高院
二审维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朱群羊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
设赌场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陕西高院审结的以被告人朱
群羊为首的27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中，被告人朱群羊自2004年以
来，纠集被告人宝都卫、黄平安、宝
小卫、孟看看等人在周至县、鄠邑

区、长安区等地开设赌场，以抽取
好处、放高利贷等方式牟取非法利
益；并介入引汉济渭工程和黑河治
理工程的施工，并在此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以被告人朱群羊为首的人
数众多、组织领导明确、骨干成员基
本固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各被告
人除实施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外，还具体实施了故意伤
害、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开
设赌场、包庇、寻衅滋事及非法占
用农用地犯罪一起至数起。

以被告人朱群羊为首的27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其余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18年至2年9个
月有期徒刑和管制等刑罚。

朱群羊被判无期徒刑

点绿成金 促中药材成了“致富宝”

打造特色 让农牧业提升“附加值”

毕节市大方县是个教育大县，据统
计，大方全县共有适龄学生18万人左
右，与该县 2015 年贫困人口规模相
当。拔掉贫根、甩掉穷帽、跟上全国发
展步伐，是当地贫困群众多年来的梦想
与追求。

为此，恒大集团积极协调，多方沟
通，最终拿出建学校、强师资、设基金
的思路，希望全方位帮助当地补足教
育资源缺口。目前，恒大集团已帮当
地建成11所小学、13所幼儿园、1所完
全中学和 1所职业技术学院，并已全
部投入使用。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
入学家庭的经济负担，恒大集团还专
门在大方县设立了 3000万元教育奖
励基金，专项针对优秀教师、贫困家庭
优秀学生发放。

“集团就是希望通过对当地教
育的一次性投入，从根本上补齐大
方的教育短板，从而为大方县未来
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奠定基础，助
力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路上走
得更快更好，为脱贫后的升级发展
藏智于民。”看到孩子们在宽敞明亮
的教室上课，恒大集团扶贫队员们
说出了心里话。

现在，在毕节市的很多地方，都能
看到被恒大集团帮扶的对象，工厂里熟
练操作机械的工人；牧场里科学喂养牲
口的养殖户；学校里开心上课的学生
……他们幸福的样子让人很难回想到
此前的贫困或无奈，而现在，美好的生
活才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吕雷

本报讯（记者李佳葛兰）12
月4日，周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民警主动深入辖区文保、经保单
位及物流寄递企业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针对各

行各业的业务实际和特点，民警
通过与单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
交谈，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
手册，充分利用各单位LED屏滚
动播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标语，对过往群众讲解12类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举报方式，鼓励
群众踊跃举报身边的涉黑涉恶
案件线索，彰显周至公安“有黑
打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信

心和决心，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和投资环境，切实提
升公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周至警方多种形式宣传“扫黑除恶”

前10月全省查处党员干部涉黑涉恶841件

1068人涉黑涉恶被查

丹参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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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接到村民实名反映问题，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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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切勿按动邻居的门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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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表示，主要是通过开展国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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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体验过之后，才感受到毕节市
所辖的范围差不多应该算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了”，面对客观的条件和集团扶贫的信心，他们不得不多思多想，
“群众们很朴实，对好的生活也很渴望，我们要做就必须尽全力
做到最好。”

“黔地无闲草，遍地皆良
药。”毕节市因地域特色鲜明，生
物资源多样，药材种类丰富，成
为贵州乃至全国中药材的重要
产区，素有“中草药育盆”之
称。然而，基础设施薄弱、产业
化程度低、市场信息闭塞等因
素，一直制约毕节市中药材产业
蓬勃发展、做大做强。

恒大集团2015年结对帮扶
毕节市以来，充分结合毕节市当
地实际情况，经过与当地党委政
府、中药局、合作社等部门技术人
员共同研究讨论，同时根据当地
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条件，最终
决定因地制宜帮助毕节市做大做
强中药材产业。结合毕节市的实
际情况，恒大集团计划帮助毕节

市建设25万亩中药材基地。目
前，在多方的努力下，已建设完成
了13.9万亩中药材、食用菌基地，
并引进一力制药、香港恒畅等中
药材上下游龙头企业，解决产品
收购和销售的大问题。

恒大集团大方扶贫公司产业
二部中药材组陈枫常驻在毕节市，
他对集团在毕节援建的中药材市

场前景非常看好，目前丹参的市场
价格是每公斤15至17元，“如果一
户家庭种了3至5亩的丹参，毛收
益就有4500元，减去成本，还能有
3500元至4000元的纯收益。”陈
枫说，跟丹参相比，毕节天麻、魔芋
的收益更高，如果天麻收益好的
话，每一户贫困家庭一年可产生
7000元至8000元的收益。

恒大集团深知扶贫攻坚
的核心在于产业支撑，考虑到
毕节全市因地理环境特殊，海
拔高、蓄水难，当地养的乌蒙
山区牛品差、蔬菜无收成无销
路等痛点，提出了投入 57 亿
元，帮助毕节市 20 万户、70 万
贫困人口发展蔬菜、肉牛以及

中药材、经果林等特色产业的
产业扶贫思路，并引进上下游
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基地”的特色帮
扶模式，确保贫困户持续增
收、就地脱贫。

贫困户杨军就是这样一个
典型，过去他多次养牛，但最终

经济收益都不尽如人意；尤其
种的菜，由于土地肥力差，收获
的分量连自己一家几口人吃都
紧张，更别说卖钱贴补生活。
恒大集团实施帮扶以来，杨军
用无息贷款购买了三头品种改
良后的肉牛，又通过技能培训，
学到了科学的养牛技术，“我每

养一头母牛，政府补助 1000元
饲草料费，每生一头小牛，恒大
再奖励 1000元，三头牛生三头
仔，光奖补就已经有 6000 元，
另外一头 5 个月大的小牛卖
6000 元不是问题！”如今的杨
军，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

本报讯（刘争远刘辉记者
石喻涵实习生贺凯）12月5日上
午，陕西法院系统集中公开宣判一
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陕西高院
二审维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朱群羊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
设赌场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陕西高院审结的以被告人朱
群羊为首的27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中，被告人朱群羊自2004年以
来，纠集被告人宝都卫、黄平安、宝
小卫、孟看看等人在周至县、鄠邑

区、长安区等地开设赌场，以抽取
好处、放高利贷等方式牟取非法利
益；并介入引汉济渭工程和黑河治
理工程的施工，并在此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以被告人朱群羊为首的人
数众多、组织领导明确、骨干成员基
本固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各被告
人除实施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外，还具体实施了故意伤
害、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开
设赌场、包庇、寻衅滋事及非法占
用农用地犯罪一起至数起。

以被告人朱群羊为首的27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其余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18年至2年9个
月有期徒刑和管制等刑罚。

朱群羊被判无期徒刑

点绿成金 促中药材成了“致富宝”

打造特色 让农牧业提升“附加值”

毕节市大方县是个教育大县，据统
计，大方全县共有适龄学生18万人左
右，与该县 2015 年贫困人口规模相
当。拔掉贫根、甩掉穷帽、跟上全国发
展步伐，是当地贫困群众多年来的梦想
与追求。

为此，恒大集团积极协调，多方沟
通，最终拿出建学校、强师资、设基金
的思路，希望全方位帮助当地补足教
育资源缺口。目前，恒大集团已帮当
地建成11所小学、13所幼儿园、1所完
全中学和 1所职业技术学院，并已全
部投入使用。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
入学家庭的经济负担，恒大集团还专
门在大方县设立了 3000万元教育奖
励基金，专项针对优秀教师、贫困家庭
优秀学生发放。

“集团就是希望通过对当地教
育的一次性投入，从根本上补齐大
方的教育短板，从而为大方县未来
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奠定基础，助
力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路上走
得更快更好，为脱贫后的升级发展
藏智于民。”看到孩子们在宽敞明亮
的教室上课，恒大集团扶贫队员们
说出了心里话。

现在，在毕节市的很多地方，都能
看到被恒大集团帮扶的对象，工厂里熟
练操作机械的工人；牧场里科学喂养牲
口的养殖户；学校里开心上课的学生
……他们幸福的样子让人很难回想到
此前的贫困或无奈，而现在，美好的生
活才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吕雷

本报讯（记者李佳葛兰）12
月4日，周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民警主动深入辖区文保、经保单
位及物流寄递企业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针对各

行各业的业务实际和特点，民警
通过与单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
交谈，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
手册，充分利用各单位LED屏滚
动播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标语，对过往群众讲解12类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举报方式，鼓励
群众踊跃举报身边的涉黑涉恶
案件线索，彰显周至公安“有黑
打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信

心和决心，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和投资环境，切实提
升公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周至警方多种形式宣传“扫黑除恶”

前10月全省查处党员干部涉黑涉恶841件

1068人涉黑涉恶被查

丹参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