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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斌）随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旅游目的地的生
态环境正在被游客重视，“中国
天然氧吧”旅游开始走红。昨
日，《2019 中国天然氧吧绿皮
书》发布。陕西省蓝田县、周至
县等 14个区县获得“中国天然
氧吧”称号。

哪些算是“中国天然氧
吧”？根据中国气象局的定义显

示，“中国天然氧吧”主要是中国
气象局面向全国各地气候舒适，
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配套完善，
适宜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的申
报区域，通过对该地区的负氧离
子含量、森林覆盖率、地表水质、
空气质量等系列环境指标进行
综合评价后对该地区进行授予
的称号，而在氧吧创建标准中，
有几项生态“硬指标”即：负氧离
子含量较高，年平均浓度不低于

1000个/立方米；空气质量好，一
年中空气优良天数不低于70%；
气候条件优越，年气候舒适时长
不少于3个月。

目前，全国已有 115个地
区获得中国天然氧吧称号，其
中氧吧数量最多的省份浙江，
已有 20 个目的地获得称号。
陕西在西北地区数量最多，陕
西省蓝田县、周至县、略阳县、
汉阴县、麟游县、太白县、柞水

县、宁陕县、佛坪县、永寿县、旬
邑县、商南县、留坝县、宁强县
等 14 区县获得“中国天然氧
吧”称号。

哪些氧吧旅游目的地的人
气增长最快？根据相关数据，10
家人气最旺的氧吧旅游目的地
中，陕西留坝县、商南县和太白
县的旅游热度均较上一年上涨1
倍以上，其中商南县、留坝县上
涨2至3倍。

我省14区县
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日前，经中

共西安市委批准，西安市纪委监委对
原西安市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肖
青利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肖青利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购物
卡；违反工作纪律，在“青华度假村”
项目违建拆除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
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受贿犯罪。

肖青利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
想信念丧失，目无党纪国法，其行
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
罪，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且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仍不知敬
畏、胆大妄为、没有底线，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市
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肖青利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西安市纪委监委对原西安
市规划局村镇处调研员、原西安市规
划局长安分局局长李三胜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也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三胜身为党员领导干
部，违反政治纪律，向组织提供虚假
情况，掩盖事实；违反廉洁纪律，收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相
关规定，经市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决
定给予李三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
涉案款随案移送。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为进一步
加强纪律建设，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助推“百日决
战”，昨天，省纪委秦风网通报了安
康市四起扶贫领域失职失责典型
问题。

汉滨区文广旅游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余晓梅在旅游扶贫培训工作中
失职失责问题。

石泉县喜河镇盘龙村脱贫攻坚
工作队长胡传平、队员陈先进在危房
改造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

岚皋县蔺河镇民政所长单林坚在
高龄补贴发放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

白河县仓上镇东庄村文书李奎
全在扶贫贴息贷款发放工作中失职
失责问题。

通报指出，以上4起扶贫领域失
职失责典型问题，暴露出个别党员干
部在脱贫攻坚中责任意识不强，工作
不严不实，降低了扶贫的精准性，影
响了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通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汲
取教训，举一反三，提高政治站位，责
任再明确，措施再强化，团结一心，聚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着
力解决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把
专项治理往深处抓、往实处做，不断
增强专项治理的实效，为顺利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上半年陕西CPI同比上涨2.4%
涨幅居西北五省（区）首位

年初，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消费价格的预期目标是涨幅3%左右。时间过半，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等
消费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发生了哪些变化？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鲜瓜果价格又将面临什么走势？昨日，国家统计局陕
西调查总队一份上半年陕西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形势分析表明，上半年，陕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继续保持在3%的温
和可控区间内。

莲湖区大庆路一家大型超
市里，琳琅满目的各类生活用品
码放整齐，退休在家的市民蔡建
军夫妇闲来无事总会在超市里
闲转，常常也淘些物美价廉的
日用品。“别看了，家里还有半
桶食用油，等下一次来了再买
也不迟。”看到妻子认真比照食
用油价格，蔡建军提醒说：“现

在市场供应比较充足，需要什
么随时都可以买到新鲜的，不
用囤积，而前些年只要听说某
个商品涨价，即使涨0.10元，都
会出现抢购潮，食用油、食盐抢
购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说明那时
候收入还不算高。”

从近十年数据看，同期CPI
涨幅自 2011年高位不断收窄，

2015年涨幅跌至近十年最低水
平，之后总体呈温和上涨态势。
今年上半年，陕西居民消费的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升
一降”。食品烟酒、居住、教育文
化和娱乐三大类价格是推升CPI
的主要因素，影响 CPI上涨约
1.96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
献率达81.1%。

上半年，陕西CPI同比上涨
2.4%，涨幅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0.2个百分点。在全国 31个省
（区、市）按CPI涨幅由高到低排
序中，陕西与山东、湖北、山西
并列居第6位；在西北五省（区）
中，青海、宁夏、甘肃均上涨
2.1%，新疆上涨1.4%，陕西涨幅
居首。

上半年陕西CPI涨幅居第6位

食品涨价，对CPI上涨影响
加大。上半年，陕西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 4.1%，涨幅较上年同期
扩大，猪肉、果、菜推升食品价
格。非食品价格涨幅稳中有落，
上半年，陕西非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2%，涨幅较上年同期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供给偏
紧，猪肉价格上行压力显现。上半

年，陕西猪肉价格同比上涨8.2%，
拉动CPI上涨约0.14个百分点，对
CPI上涨贡献率为5.8%。天气因
素影响鲜瓜果价格涨幅明显。上
半年，陕西鲜瓜果价格同比上涨
13.5%，影响CPI上涨约0.26个百
分点，对CPI上涨贡献率10.7%。
不利天气因素是推动鲜瓜果价格
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受春

寒冻害天气影响，2018年陕西等
苹果主产区苹果、梨产量减少，
2019年全国市场苹果、梨等品种
供给不足，价格持续走高；另一方
面，近期南方部分地区强降水推高
部分外运水果价格。

居民消费品质升级，服务消
费潜力不断释放，加之劳动力成
本、房租价格上涨，共同推动服务

项目价格持续上涨。一方面，居
民教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消
费需求旺盛，加之各级政府陆续
出台政策引导社会服务、居民服
务等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
转变。另一方面，全国劳动年龄人
口持续减少、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不
断提高，推动劳动力价格上升。

本报记者张维

猪肉价格上行压力显现 鲜瓜果价格涨幅明显

原西安市规划局
副局长肖青利被双开

扶贫领域失职失责
安康通报四起典型问题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7月
17日国家移民局公布服务促进
自由贸易区建设12条移民出入
境政策措施，将于今年8月1日
正式实施。记者从省公安厅了
解到，我省也将复制推广这 12
项措施。

具体来说，对外籍高层次人
才、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
别需要的外国人，经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家重
点发展区域管理部门推荐，可申
请在华永久居留。上述人员的
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
申请。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实际居住
不少于6个月，工资性年收入不
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六倍，年缴纳
个人所得税不低于工资性年收
入标准的20%，可申请在华永久
居留。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可随同申请。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籍华

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或在
国家重点发展区域连续工作满4
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6个月，
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其外籍
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申请。

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知名企业邀请的外国专家
学者，以及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才主管部门、科技创新主
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管理
和专业技术人才，可办理口岸签
证入境。入境后凭邀请单位的
证明函件等材料，可申办有效期
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私人事务
类居留许可，被企业、单位聘雇
的可按规定申办有效期 5年以
内的工作类居留许可。

国内重点发展领域、行业引
进的外籍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
成员，可凭工作许可和单位函
件申办有效期 5年以内的工作
类居留许可。创新创业团队外
籍成员，也可凭团队负责人担
保函件办理有效期 5年以内的
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

业”）。
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

特别需要的外国人，可推荐其带
领的工作团队外籍成员和科研
辅助人员，申办有效期5年以内
的长期签证或居留许可。

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聘雇
的外国人，已办妥工作许可、来
不及出境办理工作签证的，可凭
工作许可直接申办工作类居留
许可;对已连续两次办理 l年以上
工作类居留许可且无违法违规
行为的，第三次申请工作类居留
许可，可按规定申办有效期5年
的工作类居留许可。

在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和知名企业工作的外籍高
层次人才，经工作单位和兼职单
位同意并向出入境管理部门备
案，可兼职创新创业。

在国内重点高等院校获得
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国优秀留学
生，毕业后在中国从事创新创业
活动的，可凭高校毕业证书和创
新创业证明材料，申办有效期2

至 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加注“创业”);被企业、单位聘雇
的，可按规定申办工作类居留
许可。

在国际知名高校毕业的外
国留学生，毕业后2年内来中国
创新创业的，可凭学历(学位)证
明申办有效期 2年以内的私人
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
被企业、单位聘雇的，可按规定
申办工作类居留许可。

国内知名企业和事业单位
邀请来中国实习的境外高校外
国学生，凭邀请单位函件和高校
就读证明，可申办有效期1年的
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进
行实习活动。根据政府间协议
来华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
可按规定申办工作类居留许可。

在外国人较集中地方推进
建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站点)，
搭建移民交流互动平台，为常住
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
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社会
融入服务。

12条措施鼓励外籍人才来陕“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