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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
储文强）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坚
决整饬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礼金
问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昨天，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了4
起违规收送礼金典型问题，分
别是：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副主
任陈肖坪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10年至 2016年，陈肖坪担任
咸阳市秦都区区长、区委书记并
兼任咸阳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期间，利用中秋、春
节等节日，先后收受多名下属单
位负责人所送礼金，共计现金
625.9万元，购物卡2万元。陈肖
坪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19年4月，陈肖坪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所
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西安市政府原秘书长焦维

发违规收受礼金、礼品问题。焦
维发担任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党组书记、市政府秘书
长、市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期
间，多次收受多人所送礼金礼
品。2013年至 2016年春节，收
受西安某企业负责人先后 4次
所送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4张，
合计8000元；2015年5月，收受
某企业负责人给其持有的高尔
夫球俱乐部消费卡预存的 5万
元；2015年，收受某企业负责人
所送名人书法作品3幅；2017年
5月，收受某企业负责人所送美
元 1万元；2017年 12月至 2018
年6月，先后3次分别收受青海
某企业负责人所送53度飞天茅
台酒一箱（6瓶）、中华烟 10条、
冬虫夏草 2盒；2018年春节前，
收受下属所送现金 20 万元；
2018年，收受某企业负责人所送

价值6000元的礼品2盒。焦维
发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19年2月，焦维发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所
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铜川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史敏违规收送礼金问题。
1999年至 2016年，史敏担任铜
川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先后收
受多名下属或服务对象所送礼
金，共计 26.3万元。2004年春
节前至 2013年春节前，史敏均
以拜年为由，先后 10次送给铜
川市委原书记冯新柱礼金共计
10万元。史敏还存在其他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 2019 年 4
月，史敏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其
退休待遇处分，违纪所得被收
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榆林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
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明违
规收受礼金问题。2006年至
2018年，张小明担任佳县县长、
佳县县委书记、榆林市水务局局
长、市人社局局长等职务期间，
收受多名下属及企业负责人等
所送礼品、礼金、消费卡，共计
16.5万元、购物卡2万元和价值
1.3545万元的黄金50克。张小
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19年3月，张小明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所
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上4起典型案例，反映出
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正风肃纪
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
部政治意识淡薄，纪律规矩缺
失，对三令五申严禁收送礼金礼
品的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受到严肃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
储文强）昨天，陕西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涉外民商事审判、仲
裁司法审查工作座谈会召
开，全省法院 2016年至 2019
年6月，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 8912件、涉外民商事案
件402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1214件。
与此同时，案件审判工作

整体呈现数量增速快、专业技
术强、审理难度大等挑战。针
对案件快速增长态势，全省法
院充分运用简易程序、小额诉
讼程序，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盘活用足审判资源，努力压缩

办案周期，推动审判提速，在
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不断
提升审判效率。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巩富文表示，全省法院
要以着力强化理念更新、审
判质效、司法主导、严格保
护、改革创新、队伍建设为重

点任务，加快推进陕西知识
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为陕西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保障，打造陕西知识产权诉
讼 优 选 地 和 对 外 开 放 新
高地。

我省近三年受理知识产权案8912件

黄龙县位于陕西省中北部，
素有陕西的“一叶肺”和“天然氧
吧”之美称。著名的瓦子街战役
就在这里打响，黄龙县不仅有瓦
子街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有
闻名遐迩的树顶漫步景区。8月
14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
访团来到黄龙，感受黄龙县如何
发展“绿色”产业，让黄土高坡变
成金坡银坡。

被乡村振兴
唤醒的古村庄

在黄龙县神道岭的山脚下，
有一个名字特别的古村庄：苜渠
村。这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
古村位于圪台乡西南 7公里。
村口，用石头堆砌的褐马鸡造型
诙谐生动，田野里三五成群的农
民在板蓝根花海间辛勤耕耘。

“以前，村里道路坑坑洼洼，
房前屋后随意搭建的旱厕和窝
棚凌乱无章，在杂草丛生的荒坡
上塑料袋、秸秆等废弃物被随意
丢弃，一片陈旧和杂乱。”村支书
荆发明说，能有今天的改变源于
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2018年以
来，圪台乡结合乡村振兴，以苜
渠村历史底蕴和田园山水为背
景，以“神奇苜渠、寻找童趣”为

主题，以中药材种植基地为依
托，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

荆发明说，苜渠村有 35户
101人，是个传统的农业村。这
里地处北纬 35度，有其独特的
地域环境，非常适合中药材生
长，更是板蓝根开花成药的“宝
地”。圪台乡紧抓市场机遇扩大

“三变”改革优势，引进龙头企业
在苜渠村大面积种植中药材，着
力把圪台打造成连翘之乡、中药
材小镇。同时，借助乡村振兴示
范点项目，把苜渠村打造成集生
态颐养、餐饮住宿、亲子互动、农
耕体验为一体的康养度假旅游
观光区。

上海“蟹宝宝”
在陕北茁壮成长

当来自南方的大闸蟹爬上
陕北的黄土坡，会不会水土不服
呢？在延安市黄龙县，上海的

“蟹宝宝”在这里落了户，不仅长
得身强体壮，还把全国河蟹大赛

“金蟹奖”的奖杯带回了新家。
“蟹宝宝”刚来黄龙，“监护

人”的落实便是第一个难题。以
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对
养蟹充满了好奇，又不敢接这个

“烫手山芋”。但随着当地政府

投资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供饲
料，联系上海海洋大学派出教授
前来指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
动。2014年中秋节前，大闸蟹试
养喜获成功。

如今的黄龙县大闸蟹，已远
近闻名，个个青壳白肚，黄毛金
爪，个大肉鲜。周边县区还流行
着这么一句话——“走，去黄龙
吃大闸蟹去。”陕北高原上的人，

不仅吃上了自家门口的大闸蟹，
还借着大闸蟹一举脱贫。

家住白城桥村的李喜斌，是
崾崄乡大闸蟹养殖大户，他告诉
记者，为了更好地推动大闸蟹的
发展，黄龙大闸蟹已经注册了品
牌，还凭借养殖大闸蟹走上了一
条特色养殖促旅游、特色养殖助
力脱贫的道路。

本报记者 谢斌

本报讯（记者王嘉）省民政厅日
前出台实施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十项
攻坚措施，针对全省救助核对平台建
设、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社会
组织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易地扶
贫搬迁“强管理、促融入”等十个重点
难点问题，精准发力，构建更加牢固
紧密的民政兜底保障体系，兜住兜牢
贫困群众基本生活“最后一道防线”。

加快推动全省救助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平台建设，9月底前实现省市
县三级互联互通，精准识别兜底保障
对象；开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
政策落实督查月和农村互助幸福院
运营质量提升月活动，不断健全农村
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农村
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质量；组织省级
社会组织合力团助力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项目对接月活动，助力深度
贫困县区按期脱贫摘帽；强力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强管理、促融入”工作，
加大协调力度，凝聚部门合力，强化
对搬迁群众的后续管理服务，引导搬
迁群众尽快融入新的生活环境，提升
获得感和幸福感；开展残疾人“两项
补贴”信息系统历史数据精准录入工
作，确保残疾人数据全面、真实、准
确；深化“两联一包”扶贫，积极协调
省级洛南县扶贫团各成员单位，加大
帮扶力度，形成帮扶合力，助力洛南
县顺利脱贫摘帽。

同时，制定出台我省《关于进一
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强化贫困
地区儿童福利机构和保护机构服务
能力建设，加大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支
持力度；制定出台我省《慈善爱心超
市管理办法》，加强慈善爱心超市制
度化、规范化管理，发挥好慈善爱心
超市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的
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根据省委
授权和要求，2019年6月3日至6月
30日，西安市委成立巡察联动组，围
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分别对长安区、
蓝田县、周至县开展了专项巡察。8
月9日、8月12日，市委巡察联动组分
别向 3个区县委反馈了巡察情况。
对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
区县纪委进行处理。

巡察发现长安区委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不深入，贯彻执行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制度规定还不严格，落实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还有缺失，后续整治
整改跟踪问效不够，监督执纪问责还
有差距，部门监督合力没有完全形成。

巡察发现蓝田县委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对习近平关于秦岭北麓违建
别墅问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不
到位，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压
得还不紧，一些法规制度推进比较缓
慢，整治整改主动性不强，工作作风
不实，运用信息手段加强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做得不好。

巡察发现周至县委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
央有关部署要求学习理解不全面，统
揽、抓总责任落实不到位，后续整改
工作不深入、不彻底，生态补偿方面
有欠账，相关制度规定出台不及时，
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不充分。

西安市委巡察联动组
向长安蓝田周至反馈
秦岭生态环保专项巡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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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健全农村留守老人
关爱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