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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的特色在于，融合“实
现全民健康”“创新促进健康”“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三大主题，搭建了国
内首个政商对话、产学结合的大健
康领域顶层对话平台，汇聚了最前
沿的学术成果，协力推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早日实现。
伊利等一批健康食品领域的企业
成为此次大会的主角。伊利集团总

裁助理云战友博士在“创新促进健
康——中欧生命科学创新对话”分
论坛发言，与国内外专家分享了伊
利在母乳研究领域的前沿科技。

据介绍，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
食品，母乳中蛋白质含量一般为
1.1- 1.2g/100ml。在婴幼儿喂养
中，既要预防蛋白质缺乏，也要避免
蛋白质过量摄入，实现这种平衡的

一个重要支点就是蛋白质的质量。
伊利集团经过对10多年积累的样本
和案例的研究发现，母乳中构成母
乳蛋白质的乳清蛋白与酪蛋白比值
随哺乳期动态变化，初乳、过渡乳、
成熟乳中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
各有不同，因此以牛乳作为基础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需要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宝宝添加不同比例的蛋白。

以这些研究成果为支撑，伊利金领
冠等产品正在为中国宝宝提供精准
的健康配方和精确的营养标准。

金领冠是伊利近年来科技创
新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伊利高附加值、高科
技 含 量 的 产 品 占 比 已 经 高 达
40%。过去几年中，伊利广泛汇聚
全球智慧资源，与世界上诸多处于
食品科技和乳品技术高地
的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
不断提升国内相关领域的
基础研究水平。在去年 11
月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伊利就重磅发
布了更有利于宝宝生长发
育的核苷酸组成和比例，并
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

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推动健康事
业的手段。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中国企业正承担更重要的使命与责
任。伊利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全力打造“全球健康生态圈”，
通过共商健康议题、共建健康生
态、共享健康成果来实现“让世界
共享健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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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发布β-酪蛋白创新成果 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6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健康论坛在青岛举行，来自全球
有关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代
表、相关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负责人、卫生健康领域专家学者
参加了这一盛会。伊利集团作为
乳制品行业代表参加会议，并发
布了 β-酪蛋白结构及营养功能的
最新研究成果。 云战友博士在分论坛现场发布伊利母乳研究新成果

伊利展台前，云战友博士为大会领导介绍伊利产品

本报讯（尹云燕 首席记者
石喻涵）昨日，西安市司法局党
组扩大会议召开，为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工
作要求，切实做好司法行政系统
扫黑除恶整改提升工作，西安市
司法局对外公布了扫黑除恶举
报电话。

会议听取了各单位在律师、
司法鉴定、公证、仲裁、基层法律
服务“五个”行业和强戒人员、刑
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三
类”重点对象中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的情况汇报，查找了存在问题
和薄弱环节，分析研判了当前扫
黑除恶工作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
风险点，逐项明确了改进措施。

具体来说，针对刑满释放人
员，以“三假”、“三无”人员、人户
分离和下落不明人员为重点，加
强对涉黑涉恶高危重点人员的
排查管控，逐一进行危险性评
估，有针对性地落实帮教措施，
最大限度地防止刑释人员重新
违法犯罪。

对在册重点刑释人员逐一

回访，重点排查刑释人员是否存
在涉黑涉恶犯罪情况，详细掌握
其本人基本情况、思想动态、家
庭情况、社会交往等情况。

对社区矫正人员普遍开展
谈话教育，重申、强调监督管理
规定。利用社区矫正网络监管
平台，加强实时管控，严防脱管
漏管。

根据会议，全市各级司法行

政部门还将畅通律师行业举报
渠道，引导西安市律师协会等共
同发力，加大律师行业的线索排
查力度，夯实责任；同时，规范司
法鉴定工作，杜绝司法鉴定行业
乱象。

今后，公众如遇到司法行政
领域相关扫黑除恶线索，可以通
过以下电话进行举报：（029）
86786822。

昨天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韩某某等 8人非法高利
放贷、暴力讨债涉黑一案进行二
审宣判。该案件是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陕西省公安厅
督办的一号涉黑案，也是全省首
例“套路贷”涉黑案。

2016年 10月，韩某某与曹
某、孙某、叶某商议，合伙租用
西安中贸广场写字间作为办公
场所，在未经任何部门批准的
情况下，擅自设立小额贷款公
司，共同出资对外非法放贷。
在非法放贷过程中，韩某某等
人采取签订虚假借款合同、收
取高额利息、制造虚假银行流
水、肆意认定违约、擅自虚增债
务及签订委托过户协议等“套
路贷”手段，非法获取部分借款
人的高额利息。

后期为了索要欠款，该组织
多次通过非法拘禁、辱骂殴打、

威胁恐吓、夹击身体敏感部位、
喷辣椒水、踩脚趾、烟头烫、“架
飞机”及电击等恶劣手段，有组
织地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
动：2016年底至2017年底，该组
织先后多次使用暴力手段非法
拘禁多名借款人，严重侵犯他人
人格尊严及人身自由。

与此同时，该组织在放贷
前，对借款人家庭住址、家庭成
员、工作单位及资产状况等信息
进行考察，为后续暴力讨债做准
备，并要求借款人家属在借条上
签字，以共同借款为由向家属催
收，以此降低放贷风险。

经审计：2016年 8月 17日
至2018年1月4日，该组织共非
法放贷 105人次，放贷金额 306
万余元，非法获利 113万余元，
尚有本金48.9万余元未收回。

原审法院西安市新城区人
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韩某某等人

已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
织为攫取非法利益，先后实施了
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
恶，严重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破
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于
今年 3月作出一审判决，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
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
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
入住宅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对
被告人韩某某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0
万元，罚金9万元。被告人曹某

等 7名被告人被判处 11年 8个
月至1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宣判后，韩某某等6名被告
人提出上诉。

西安中院审理认为，原审判
决除认定叶某参与强拿硬要龙
某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以外，认
定该案其他违法犯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昨天
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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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昨天，记
者从公安长安分局了解到，继惠菊
玲自首后，6月10日11时许，在逃
人员倪元超在其妻子兄长的陪同
下，前往公安长安分局投案，分局
局长李会贤、副局长华忠进参与了
对倪元超的讯问工作，要求其主动

交代自身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倪元超系今年6月1日西安

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布的“高建
民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
6名逃犯之一，警方自6月1日对
其公开悬赏通缉。公安长安分
局抽调20余名精干警力成立抓

捕组，对高建民黑社会性质犯罪
案中在逃人员惠菊玲、倪元超、
王佳、丁佳、高平、高乐6人进行
抓捕和规劝工作。

目前，针对其他4名犯罪嫌

疑人（王佳、丁佳、高平、高乐）的
抓捕和劝投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警方希望其他在逃人员能和惠菊
玲、倪元超一样主动投案，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高建民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嫌疑人倪元超主动投案

警方征集涉黑恶犯罪线索 后续

城固

侦破95起涉黑恶案
本报汉中讯（邬正鹏李琨记者李杰）

昨日，记者从城固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截至5月31日，
城固共侦破涉黑涉恶类案件95起，抓
获涉案成员 226人，刑拘 175人，逮捕
111人，起诉 138人，提起公诉 1件 10
人，判决 1 件 10 人，冻结涉案资金
242.14万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武功

一批涉黑恶嫌疑人被捕
本报讯（记者 张维）武功县人民

检察院近日先后以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
索罪等罪名批准逮捕蔡立在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成员42人，以聚众斗殴罪、
非法买卖、持有枪支罪、强迫交易罪等
罪名批准逮捕关联案件犯罪嫌疑人18
人。该案被列为陕西省扫黑办重点督
办案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
案件。

陕西首例“套路贷”涉黑案昨终审

非法放贷105人次主犯获刑16年

西安市司法局公布扫黑除恶举报电话
司法行政领域可拨打（029）86786822举报

扫黑除恶进行时

庭审现场

临潼

3名涉黑在逃嫌犯
两人已被捕

本报讯（记者宋雨通讯员李兴文）
近日，本报报道了西安临潼警方成功打
掉一个以杨晓飞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警方公开悬赏3名涉黑在逃嫌犯。
昨天，记者从临潼警方获悉，3名在逃嫌
犯中，两人已被抓捕，警方敦促另一名
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尽快投案自首。

6月3日中午12时许，犯罪嫌疑人
肖鹏涛刚回家，就被民警抓获。经过讯
问，肖鹏涛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6月
8日中午12时许，经过连续5天的调查走
访，民警成功在西安市朱宏路某机电市
场内将另一名在逃嫌疑人张江峰抓获。
后经讯问，张江峰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临潼警方悬赏缉捕
三名涉黑在逃嫌犯

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