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
咸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决定，在该市范围开展以
走访乡贤，离退休干部，企业管
理人员及生产一线工作者，“两
代表一委员”，孤寡老人、留守
妇女、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对象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五必访”
活动。该活动从5月9日至5月
13日动员部署，走访摸排阶段
是 5月 14日至 6月 24日，研判
阶段是 6月 25日至 7月 10日，

督办反馈阶段是7月11日至8
月22日。

相关负责人介绍，走访人
员由政法干警、镇（街道）干部、
成员单位领导及部门干部组
成。咸阳市扫黑办负责整体活
动统筹协调，组织开展督导检
查，开展活动期间不同阶段的
分析研判及工作总结、推荐典
型等。各县市区扫黑办主要是
发挥组织协调职能，在充分发
挥“三官一律”工作机制的基础

上，统筹组织好政法干警、镇
（街道）干部、成员单位领导及
部门干部等走访力量，合理调
配走访主体深入镇村、企业等
地开展走访。各镇（街道）主要
抓好走访对象的确定，提供走
访对象名单，积极组织好政法
干警、镇（街道）干部、成员单位
领导及部门干部开展走访，为
走访活动提供必要保障，确保
走访活动取得实效。

“五必访”活动主要通过走

访人员与走访对象面对面交
流，记录走访内容，发放并密封
收回线索征集信函的方式进
行。同时，创新走访方式，把

“五必访”活动和政策宣传相结
合、和扶贫帮扶相结合、和联系
群众相结合，采取登门拜访、座
谈会、发放线索征集密函、文艺
演出、送法下乡等形式，让群众
敞开心扉，讲真话、道实情，详
细掌握群众举报反映的线索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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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咸阳讯（王婕 记者
李小刚）“大美民间”中国花馍艺
术节在渭南市临渭区举办，咸阳
市10件面花作品精彩亮相，展示
了民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中国花馍艺术节，由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
联、渭南市政府主办。除了咸阳
的民俗面花，活动还展出了山西
岚县面花、甘肃庆阳面花等，还
有皮影、草编、黑瓷、剪纸等非遗
作品展示。

活动期间，咸阳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参展代表团精心组织、细
心挑选，展示了两米多高的《吉
祥枣糕》，可以转动的《转灯面
花》，反映历史人物的《大唐女

皇》等 10件面花作品。咸阳面
花大师张美莹、金明、岳若惠三
人，在现场进行了表演制作和面
花展演，用精湛的技艺与精美的
作品，宣传展示了咸阳面花民俗
文化，获得了艺术节评委与各地
艺术家的一致好评。

“咸阳面花艺人用最传统的
技艺，做出了各种造型精美、色彩
艳丽的花馍作品，吸引了众多游
客与参展者的目光。”咸阳市民协
主席韩靖介绍说，咸阳面花在民
间花馍的基础上，将面人和花馍
结合起来，其造型独特，寓意深
刻，具有新时代的文化内涵。

据悉，此次花馍艺术节参展
的620件作品，是从全国报送的

1400余件作品中选出，经过一个
月专家评审最终确定展出。作
品从选料、工艺、样式，以及其背

后蕴含的民俗礼仪文化等都各
具特色，用面花展示了在指尖上
绽放的民俗瑰宝的艺术风采。

本报渭南讯（王海荣李晓艳
记者杨晶）5月15日，陕西省公
安机关在渭南大荔县主会场举
行了丰富多彩的“5·15”经侦宣
传日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重点围绕打击非法集
资、传销等常见多发的涉众型经济
犯罪开展法律咨询和防范传授。

渭南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少
飞介绍，面对当前涉众型经济
犯罪高发的严峻形势，公安机
关不断探索建立打击和防范犯

罪新机制，深入推进云端主战
打击模式，持续加大专项打击
力度，切实强化追赃挽损，努力
提高执法效能，不断提升金融
风险管控能力，坚决维护人民
群众的合法利益和经济金融秩
序，取得了重大战果和成效。
三年来，渭南公安机关先后破
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54起，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5000余万
元，特别是2018年以来，破获各
类涉众型经济类犯罪案件 10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4人，涉

案资金高达 8.3亿元。先后成
功侦办了大荔“12·26”特大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案、白水进弘公
司集资诈骗案、韩城虚开增值税
发票案、蒲城蔡某斌等人购买假
币案，临渭尚润牧业有限公司涉
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等涉众
型案件，给犯罪分子以沉重打击。

为提升宣传效果，进一步提
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和防范意
识，渭南公安机关专门策划制作
了系列宣传短片，通过案例剖析
等揭露了涉嫌非法集资等常见

的犯罪手法、防骗知识和自救技
巧。该系列短片自5月14日开
始通过互联网新媒体集中推
送。活动现场，公安机关通过现
场咨询、实物展览、展板海报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剖析典型
案例、讲解犯罪手法、传授防范
技巧、展示打击战果，帮助广大
群众更加直观地识别经济违法
犯罪手法，防范不法侵害。同
时，公安机关还开通网络直播平
台，45万余人通过网络平台观看
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渭南打击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

三年为群众挽回损失5000余万元

咸阳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军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首席记者石喻涵）记者从
省纪委获悉，咸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李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杨凌
“智慧农业”
主题沙龙活动举行

本报杨凌讯（彭佳涛万英俊记者
薛保华）5月14日，由杨凌示范区创新
创业园公司和杨凌农科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的“智慧农业”主题沙龙活动
在众创田园举行。

活动现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邹志
荣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现
状与趋势，随后从政策背景、规划原则、
功能定位、总体目标等方面详细阐述了
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规划建设情况。

据了解，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位于
揉谷镇新村东南部，总占地面积694.3
亩，该园区将按照“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总体目标，积极共建“一带一
路”。园区建成后，将全面展示最先进、
最前沿的现代温室、智能控制、栽培技
术、新能源利用等农业科技。

大荔
产业扶贫模式
让贫困户脱贫

本报渭南讯（李世居 记者 杨晶）
5月15日，在大荔县朝邑镇官庄村部，贫
困户王新文激动地说道，他实在感谢丰
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带给他的福
祉，把他从贫穷的边缘带上了小康路。

据了解，王新文和妻子都是残疾
人，在去年，经过产业扶贫模式，王新文
家又是分红，又是搭建冬枣大棚，一年
就实现了收入两万多元。像他这样的
贫困户，本村就有11户。他们都通过

“公司+基地+贫困户”产业扶贫模式走
上脱贫路。

大荔丰图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是由
供销系统下岗职工张蕊勤等人合作投
资创立，拥有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一处，
冬枣扶贫产业基地两处、大棚厂一处、
电商中心一处，是朝邑地区大型涉农企
业。朝邑全镇贫困户达1000多家，精
准扶贫任务艰巨，三年来，丰图公司在
业务发展中始终紧扣精准扶贫工作，探
索走出一条“公司+基地+贫困户”产业
扶贫模式的新路子，深受欢迎。

丰图农业还率先在全镇建立了20
个电商网点，以精准扶贫为突破口，先
后为500多贫困户提供了农资、技术等
服务，帮助销售冬枣2000多万元。

杨凌
举办“打击经济犯罪”
宣传活动

本报杨凌讯（彭佳涛记者薛保华）
5月15日上午，杨凌示范区公安局在树
木园东广场举行“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宣传日”活动。现场共发放资料 2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及反映案件线索
300余人次。

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详细讲解涉
嫌非法集资、传销犯罪以及扫黑除恶、套
路贷、校园贷等犯罪手法和特点，并传授
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通过本次活动，
有效地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
服务民生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

咸阳面花亮相花馍艺术节

活动现场精美的花馍

去年以来，高陵区聚焦市
场监管领域黑恶乱象，通过强
有力的市场乱象整治，做实做
细中央、省市区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各项决策部署，最大限
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着力
维护良好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据悉，高陵区市场监管局成
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其他班
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所队中心
负责人为成员的扫黑除恶工作领
导小组，抽调精兵强将，多次召开
专题会，确保“场地、办公设施、人
员、工作制度、经费保障”五个“到
位”，夯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推进。

强化线索摸排，严格界定
研判。全面走访排查各类市场
主体 11852（户）次，累计摸排梳

理线索948条。经过研判认定，
其中涉黑涉恶线索1条；涉嫌传
销、制假售假、食品安全、消费
维权、虚假宣传等方面线索947
条。严格线索管理，规范涉黑
涉恶线索移送，做好线索分类
管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
益和人身安全。

强化行业乱象治理，加强监
管执法力度。制定印发《关于开
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从无照经营、非法传
销会销、虚假广告等17个方面
明确了市场乱象治理的重点，通
过惩戒失信企业，协助执法、查
询，整治行业乱象等举措强有力
整治市场乱象，力争查处一批典
型案件，打出治乱声势，力争最

大限度地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的
空间。2018年以来，高陵区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企业1421家，21户
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库，
依法吊销企业373家。协助司法
机关执行股权冻结17家企业，向
其他部门函告案件线索16件。
开展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动，累
计检查宾馆、出租屋、会议场所
927（户）次，开展特种药品专项检
查19次，开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

“质检利剑”行动，立案4件。
强化社会面宣传，营造浓厚

氛围。创新宣传形式，除张贴标
语海报、布置展板、发放资料、致
信等传统形式外，还充分借助新
媒体平台，通过LED屏、微信群、
企业年报群等推送相关信息；抓

住“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宪法宣传日”等关键节点
做好宣传，形成全方位、立体化、
广覆盖的宣传矩阵。去年以来，
在三秦都市报、西部法制报、陕西
农村报、西安发布、今日头条等各
类媒体刊发扫黑除恶、平安建设
宣传稿件20余篇。此外，依托
12315投诉举报和12345市民热
线，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提供线
索。截至今年4月18日，共受理
群众投诉举报及咨询共计1065
件，办结1039件。

张艳妮 蔡阿园
本报记者高峰

重拳打击行业黑恶乱象
高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