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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铜川讯（记者 王锋）
“中国甜樱桃之都——铜川”对
这样的宣传语，起初记者持质疑
态度。5月15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专程到铜川陈坪村进行了采
访，感受到这句宣传语确实名不
虚传。

陈坪村栽种樱桃树已有16
年历史，2000多亩的栽种量让这
个村成了名副其实、远近闻名的
樱桃村。记者看到，两公里长
的村道上，到处都是樱桃交易
的摊点。外省的车牌号随处可
见，村民们骑着摩托车载着刚
摘下的樱桃和客商讨价还价，
都想卖个好价钱。68岁村民陈
五成老人告诉记者：自家种了5
亩樱桃，3亩进入盛果期，一亩能
卖 5万多元。老人说：“这几天
早晨四点多就有客商上门收购
樱桃，到七八点钟上千客商汇集

到村里，村道就变成了一个长达
两公里的交易市场，那个火爆场
面真是壮观。”

陕北人杜喜军是樱桃收购
商中的老资格，已是第 10个年
头到陈坪村大量收购樱桃。他
捧起一把樱桃对记者说：陈坪的
樱桃色泽好，口感甜美，市场知
名度高，收回去市场销路好，他
和这里的村民都成了朋友，大家
愿意把樱桃卖给他，他也就成了
收购樱桃的大户。刚和杜老板
签完销售合同的村支部书记陈
广印告诉记者：在陈坪村的带动
下，周边的樱桃种植量不断增
加，这里成了周边的樱桃销售集
散地。连续数年，陈坪村的樱桃
收入都过亿元，陈坪成了铜川最
富的村子。

在陈坪村的樱桃销售季节，
整个村子都成了樱桃销售市场，

每家果园都是销售中心。三原
来的客商高先生夫妇抱怨说：上
千客商云集陈坪收购樱桃，想多
收购樱桃都困难。陈广印估算
了一下，每天从这里要卖出200
多吨还不算零售和网购的。

铜川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于
明辉介绍说：铜川依托自然资
源，因地制宜，引进试种欧美大
樱桃，生长表现良好，果实品质
优异。特别是从 2000年开始，
铜川市委、市政府坚持将发展樱
桃作为加快推进全市一村一品
经济的特色高效水果，强势推
进，加快发展。经过多年的发
展，全市樱桃种植面积已突破
3.5万亩，今年预计有望突破1.5
万吨。铜川新区陈坪、王益区塬
畔、印台区周陵三个樱桃种植基
地依次开园，形成了长达一个月
的樱桃销售旺季。

明明购买的是商品房，团购
款交了2万，首付款也交了快一
年半了，开发商延期至今未交
房，现在竟然让业主重新按照

“限价房”进行申购，还要进行
资格审核。日前，西安市蓝田
县蔚蓝港湾项目多位业主向三
秦都市报反映购房遭遇欺骗，
至今难收房。

业主：团购“商品房”
变成“限价房”

业主王先生反映，蓝田县蔚
蓝港湾项目于2017年7月开售，
项目处公示有蓝田县住建局的
红头文件，以及“西安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因此，他与其他业
主放心购买了项目的房子，按照
开发商的要求，大多数业主都交
纳了 2万元不等的“团购费”，1
万元左右的购房定金，以及总房
款40%的首付款，部分业主还是
一次性交纳全款。根据约定，开
发商本应在2018年10月份向业
主交房，然而时至今日业主们还
未收到房子。

更让王先生和其他业主担
心的不是交房延期，而是 2019
年3月27日，开发商打电话通知
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业主去蔚蓝
港湾售楼部填表(蓝田县保障性
住房申请审核表)。“我们接到通

知都是莫明其妙，为什么让我们
去填写限价房申请表，请问买的
商品房还需填表审核吗，钱已经
交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审核不过
收不了房怎么办”？王先生和其
他业主感到一头雾水。

蓝田住建局：土地性质
为“划拨”属限价房

为什么商品房要按照“限价
房”进行申购？蔚蓝港湾究竟是
什么性质的项目？蓝田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永革表
示，蔚蓝港湾是保障房项目，属
于“限价商品房”，土地性质为

“划拨”用地，购买该项目要按照
相关程序进行申购。

当三秦都市报记者出示由
购房业主提供，加盖有蔚蓝港湾
项目开发商“陕西兵港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公章的“商品房认购
协议”“首付款收款收据”“购房
定金收款收据”等票证，提出如
果项目属于“限价房”，蓝田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监管
主体方，为何没有按照“限价房”
程序进行购买审核？是如何监
管的？李永革表示这属于历史
遗留问题，经群众举报后，他们
曾联合相关部门执法查封了售
楼部，并要求开发商妥善处理购
房群众已缴纳的购房款。至于

“划拨”土地是否能用于开发“限
价商品房”，李永革未置可否，表
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变更土地
性质。

蓝田房管所：“西安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属实

对于业主提出的项目销售
时曾公示有编号为“蓝房预售字
第【2014】13号”的“西安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一事，发证机关蓝田
县房地产管理所所长寇文正表示
证件确属真实，当时为蔚蓝港湾
项目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
按照局里相关文件要求办理的。
但他同时表示在处理上确有瑕

疵，限价商品房不同于常规商品
房，应该是要在预售证上有相关
标注的。加之群众反映以及土地
性质等问题，2018年9月份的时
候，该预售证被收回了。

三秦都市报记者来到蔚蓝
港湾项目售楼部，该项目目前无
房可售，值守工作人员表示“项
目属于限价房，目前没有房子
卖，要买房需要等到七八月
份”。而此前的4月底，三秦都市
报记者曾到访该售楼部，彼时售
楼部仍悬挂着前述“西安市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针对此事，本
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吕雷

“商品房”变成“限价房”

蓝田蔚蓝港湾业主难收房

本报讯（记者 和平）5月 15日下
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西安举行
2019年陕西省“5·20世界计量日”主题
宣传表彰大会，庆祝和宣传第20个“世
界计量日”。

大会对相关活动获奖单位和获奖
个人进行了颁奖,为2个国家级产业计
量测试中心进行了揭（授）牌，国家级产
业中心筹建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智华作大会致辞，他要求全省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和计量技术机构以今年

“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计量工作的政
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
紧紧围绕我省“五个扎实”、“五个围绕”
和“追赶超越”总体要求，着力在抓基层
强基础、提能力拓服务、创亮点求突破、
谋创新促超越上下功夫，不断提高计
量服务与保障能力。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 张维 通讯员
黄建林）为进一步加强雁塔监狱服刑
人员食品安全监管，有效遏制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确保服刑人员“舌尖”上的
安全，西安市沙坡地区人民检察院驻
雁塔监狱检察室近日开展了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

检查中，驻监检察人员以服刑人
员伙食、食物存放点为重点，以粮、肉、
油及肉制品、豆制品、奶制品、蔬菜、水
果为重点品种，对管理人员健康证及
个人卫生情况、食品原材料采购索证
索票情况、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经营
加工管理及过程卫生情况、饮用水是
否达标、假冒伪劣、过期变质、“三无”食
品等展开“拉网”式排查。

此次检查，进一步提高了雁塔监
狱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切实保障了
服刑人员的饮食安全，维护了监管改
造场所正常秩序。

食品安全检查护航
服刑人员饮食安全

本报杨凌讯（陈新涛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近日，记者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获悉，2019年陕西省优质小麦产业
峰会在华阴市举办，由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选育的优质国审小麦品种“西农
511”有望成为引领我省乃至黄淮地
区优质小麦转型升级更新换代主导
品种。

据了解，“西农511”优质小麦新品
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小麦
育种专家吉万全教授和他的团队，采
用远缘杂交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
合方法，于2011年选育而成，2015年9
月参加国家小麦新品种黄淮南片区域
试验。2018年5月，该品种顺利通过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目
前，“西农511”已推广到陕西、河南、安
徽、江苏等地，成功跻身3个优质国审
强筋小麦新品种。

西农大选育的“西农511”

有望成黄淮地区
优质小麦主导品种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 记者
陈卫平）日前，公安汉台分局经
过 70多个小时连续奋战，行程
3000多公里，成功侦破“4·25”脱
逃案。

2019年4月25日凌晨，汉中
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侦案件犯
罪嫌疑人冯某超（男，48岁，汉族，
山东冠县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在保外就医期间脱逃。

鉴于案情重大，任务艰巨，4
月26日下午，市公安局决定将脱
逃抓捕任务指定公安汉台分局。

分局迅速调集刑侦、视频、

网安、合成作战、扫黑专业队等
精干警力40余名，成立由局长邓
宏均任指挥长的合成作战部聚
力攻坚。初步查明，25日凌晨冯
某超从医院脱逃后，与其妻子张
某环（女，汉族，49岁，山东冠县
人）会合，并于早6时乘出租车离
开汉中前往洋县方向。

27日凌晨，抓捕组赶赴洋县
方向开展查找工作。经查，冯某超
25日早8时在洋县稍作停留后，转
乘一辆雪佛兰轿车一路向西，到达
略阳县下车后再次失去踪迹。

为抓住战机，合成作战部增

派抓捕警力，立即赶赴略阳开展
工作。略阳抓捕组克服山区交
通不变等困难，查悉夫妇二人已
逃往甘肃康县境内。

28日早7时，邓宏均在康县
再次组织召开案情分析会，综合
各方面信息决定分兵两路开展
工作。一组由康县赴天水查找
冯某超夫妇轨迹，另一组疾驰庆
阳正宁开展调查工作。

28日中午，到达天水的侦查
民警查实，冯某超夫妇26日凌晨
3时许乘坐一辆宝马轿车往庆阳
方向潜逃，下午3时到达庆阳市

正宁县湫头镇。
29日中午1时许，邓宏均带

领抓捕民警悄然抵达正宁县
城。后查实，接走冯某超夫妇的
是宝马车主岳某忠（男，52岁，甘
肃正宁人），夫妇暂住湫头镇岳
某忠宿舍。

下午 4时，指挥长一声命
令，抓捕民警分工明确、通力协
作，一举将潜逃5天的冯某超、张
某环夫妇以及涉嫌窝藏逃犯的
岳某忠成功抓获。

至此，“4·25”脱逃案在分局
合成作战攻势下顺利告破。

奋战70多个小时 行程 3000多公里

汉中“4·25”脱逃案告破

我省举行
“5·20世界计量日”
宣传表彰大会

4月底仍悬挂在售楼部的预售许可证

农户正在分拣樱桃

铜川 每天卖出200多吨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