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陕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

本报讯（记者张维）“民以
食为天”，人们 70年的消费变
迁浓缩在饮食方式上。“辉煌壮
丽七十年 追赶超越再出发
——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成就展”现场，
一瓶冰峰、一张餐桌、一个搪瓷
碗都令人油然而生无限遐想。
人们舌尖上的变化背后，折射
的是“钱袋子”鼓起来的老陕生
活质量的提升与蝶变。

在物质匮乏、粮食紧缺的
年代，能解决温饱就是一种幸
福。“记得最清楚的是小时候有
一次，不到半个月就到了农忙
收割小麦的季节，家里却青黄
不接，奶奶端着一个搪瓷碗在
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粉，咕咕叫
的肚子才稍有缓解。”看到成就

展现场有两个斗，参观者刘盛
涵在给家人介绍斗的用途时
说，当时在农村用斗借粮食不
算稀奇事，如今，吃不饱的日子
已成为记忆，斗对年青一代来
说，几乎已经在视线中消失。

“过去一日三餐玉米面搅团、面
条、稀饭等，品种太单一，条件
好的家庭有肉吃，人口多条件
差的家庭一年到头才能吃上
肉。现在餐桌越来越丰富，居
民生活每天和过节一样，一年
四季餐桌上肉、蛋、菜、奶、水果
等应有尽有，时间紧张时只要
打开手机一点，吃的、用的就送
到家了，这种生活才真正提升
了幸福感。”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下馆子”“出去吃”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饮食选择。“过去吃
一顿洋快餐，算是时髦消费，现
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风味
和档次的餐厅，在外就餐已经
司空见惯。”今年 78岁的企业
退休老师傅徐满田感慨生活的
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
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陕西城乡
居民已从温饱不足跨越到了
小康富裕水平，对食品品质、
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饮
食理念更加追求健康与营养
搭配，食品消费种类更加丰
富多样，吃出健康已成为人
们生活的普遍追求。 2018

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食品
烟酒消费支出 5929 元，比
1998年增长 3.1倍；农村居民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2577
元，比 1998年增长 3.3倍。膳
食结构由过去以谷物为主的
单一结构向种类多样、注重
营养搭配的现代饮食方向转
变。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奶
和奶制品消费量 6.9公斤，比
1983年增长 33.6倍；鲜瓜果
消费量 24.1公斤，比 1983年
增长 7.3倍；糖果糕点类消费
量 3.7 公斤，比 1983 年增长
8.3倍。同时，外出饮食消费
快速增长，2018年，陕西城乡
居民人均在外饮食 928.7元，
占食品烟酒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21.6%。

从吃饱到吃好再到追求健康

舌尖变化折射老陕生活质量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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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洛讯（聂雪峰
记者闫鹏飞）近日，商南县富
水镇被农业农村部正式认定
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这
是2019年陕西省11个“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中商洛市
唯一的一个镇。

富水镇位于商南县城东
部，距县城近10公里，与河南
省西峡县、卢氏县交界。全
镇总面积147平方公里，辖12
个行政村，1个社区，160个村
民小组，共 6689 户 22494
人。全镇从事茶叶产业的群

众达 2300户，占全镇农业户
数 6689户的 31%，主导产业
茶产业总收入达12000万元，
占全镇农业经济总收入
26900万元的44.6%；全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8810元，高
于全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7870元的11.9%。

茶叶产业是富水镇的传
统优势产业项目之一。目
前，全镇茶树种植面积突破3
万亩，可采摘茶园2万亩，年
产茶叶 500 吨，实现产值
12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文晨）昨日来
自省农业农村厅消息，陕西省
延安市洛川县槐柏镇、安康市
紫阳县焕古镇、西安市蓝田县
华胥镇等 23个村镇入选第九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
单。至此，我省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总数达到 162个，占
到全国总数的 6.6%，位居全国
前列。

近年来，陕西一村一品工作
紧扣全省“三农”工作中心任务，
结合全省“3+X”农业产业布局，
以培育区域特色“小众”产业为核
心，因地制宜发展小宗类、多样化
的乡土特色产业，创响了一批“土
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
打造了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有力地促进了全省“3+X”特

色现代农业建设。
截至 2018年底，陕西全省

发展一村一品专业村 2619个，
主导产品600余种，涉及粮、蔬
菜、瓜果、花卉、畜、特养、休闲
农业、工艺礼品、农产品加工等
28个大类 98个小类。据统计，
全省 2018年一村一品专业村

“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较2017年
增加 11%，注册商标较 2017年
增加5%；专业乡镇“三品一标”
认证总数较 2017年增加 3.5%，
注 册 商 标 较 2017 年 增 加
6.3%。2018年获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村627个；获绿色食品认证
村 501个。在助农增收方面，
2018年一村一品专业村农民可
支配收入14985元，高出全省平
均水平 10 %。

本报讯（记者张维）10月8
日，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
布《陕西新型职业农民增收情况
调研报告》，结果显示，陕西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效果显著，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收入水平
明显提高，在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
政策受益面不广、融资困难限制
生产规模扩大、高层次专业技术
型人才短缺、生产经营成本负担
重等因素制约可持续增收。

近年来，陕西省出台一系
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措
施，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农
民。为更好地了解陕西省新型
职业农民增收情况，陕西调查

总队组织西安、咸阳、宝鸡、铜
川等地部分市县开展了新型职
业农民增收情况专题调研，走
访了农业部门、农广校，并对
565位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
民群体特征明显，类型分布以
生产经营型为主，占比超七成；
年龄分布以中年为主，从事农业
时间较长；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为
主，初级资格等级人数过半。

到 2018年底，全省新型职
业农民人数已达87757人，其中
持有初级证书79157人，持有中
级证书 7537人，持有高级证书
1063人。从扶持政策受益面看，
四成多新型职业农民表示享受
到扶持政策。其中,49.8%的享

受到产业扶持政策，如土地流
转、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
三成多享受到科技扶持政策，如
农业科研成果的研发、推广、应
用等；四成多享受到金融支持政
策，如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补贴等。

新型职业农民收入水平较
高，受访的新型职业农民 2018
年人均年收入28595元，是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 2.55
倍。周至县九峰镇高级职业农
民武某，经营农业种植用地 50
亩，培育幼苗10亩，家庭人均年
收入达 18万元；彬州市韩家镇
新型职业农民车某，从事果树栽
培和粮食种植，通过流转土地
200余亩，每年总收入 20余万

元，家庭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元。
多数新型职业农民不是从

事单一的生产经营，而是多种经
营方式并存，但种植养殖业和加
工业收入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调查显示，85.5%
的新型职业农民有来自种植业
的收入，主要是蔬菜、菌类、花
卉、水果等种植，最高的每亩净
收入可达5.8万元；21.9%的新型
职业农民有养殖业收入，主要是
畜禽和鱼等养殖，年收入最高的
达到100万元；8.8%的有农产品
加工收入，年收入最高的达到
135万元；23%的新型职业农民
有工资性收入和农业农村服务
收入，主要是提供养殖、种植方
面的技术指导。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达87757人 勇于担当扫黑恶
法槌重击安民心
陕西法院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纪实

扫黑除恶进行时

陕西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162个
商南富水镇荣获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称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省各级法
院围绕“发挥审判核心职能，严惩黑恶
势力犯罪，延伸司法成果，营造安定社
会环境”的总体工作思路，强化措施、狠
抓落实，以一颗为民心、一杆公平秤守
护着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认真履行责任依法从严打击

一年多来，全省各级法院自觉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及
时成立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全省各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分管副院
长担任审判长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占全部案件数的21.92%。

全省各级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方针，
严厉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形成扫黑除恶
高压态势。据了解，2018年1月23日
至2019年9月20日，全省法院共受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313件2352人。

紧盯阶段目标坚决“打伞缴财”

前不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
探索推行的刑事审判“最后一问”机制，
在一起运输毒品案件庭审中发现黑恶
势力犯罪线索并移交，公安机关据此查
证以宋斌为首的黑恶势力已实施多起
犯罪活动。

以“打伞破网”“缴财断血”为主攻
方向，省高院组织全省法院系统认真摸
排近5年未结刑事案件以及近3年已结
民商事案件，并对近3年缓刑、假释、在
逃、另案处理人员逐案摸排，开设举报
信箱和“12368”举报专线，深入排查黑
恶势力犯罪及“保护伞”线索。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
省法院依法判处财产刑135案681人，
分别占已结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数和被
告人数的62.21%、49.82%，累计判处罚
金、没收个人财产、追缴赃款赃物
6433.38万元。

强化“铁案”意识确保案件质量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不断深
入，一批涉黑涉恶案件进入审判环节。
针对涉黑涉恶案件事实多、罪名多、人
数多、难点多等特点，全省法院准确把
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审结了朱群羊等
27人、王过渡等18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向全社会
展示了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
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为确保案件质量，省高院牵头制定
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件基本证据标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件基本证据标准》和《恶势力
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指引》，进一步统一
公检法证据标准；制定了《关于审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适用<常见犯罪量刑指
导意见实施细则>的意见》，确保对黑恶
势力从严打击。

延伸审判职能促进综合治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庞大而
复杂的系统工程。全省法院坚持综合
施策、标本兼治，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深
入推动专项斗争与社会综合治理深度
融合。

省高院及各中级人民法院均设置
黑恶势力案件专业合议庭，全面提升案
件审理水平。省高院还建立了三级法
院工作台账和信息报送制度，实现逐案
登记、跟踪、上报，定期清查审理进度，
督促审限内结案。全省法院依托庭审
直播网、裁判文书公开网等平台开展以
案说法，把案件审理过程变为全面普法
过程。 本报记者马黎

2018年人均年收入285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