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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市民梁先生反映：他是西安
市莲湖区丰登西路和基听城小
区的业主，因为小区多位业主家
里漏雨，提取了大修基金，但物
业迟迟不给维修，希望街道办能
督促物业，尽快为业主解决实际
问题。

请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办速
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苏先生反映：莲湖区丰
收路上住户非常多，居民出行只
有一条狭窄的南北路可通行，周
围又有好多仓库，天天都有大货
车行驶，尤其下雨天，南边的路
口积水近 2 米深，居民出行非常
困难。

请西安大兴新区市政配套
服务中心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王先生反映：他在鱼化
一路保利天悦小区购得车位，经
过实际验收发现车停到车位上
开车门非常不方便，向物业多次
反映，认为车位不合格，要求换
车位，但都遭到拒绝。

请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袁女士反映：她在铜川
市耀州区下石节租了一套房子，
房子到期后退给了房东，水电气
余留 900 余元，但交接时房东只
给自己退了400元。

请铜川市耀州区下石节煤
矿社区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冯先生反映 ：2020 年
4 月，翠屏湾小区成立了业委
会。业委会成立后未经小区
全部业主同意就将能产生公
共收益的设施进行了出租，同
时电动车停放混乱，车辆无秩
序乱放，存在占用消防通道的
情况。

请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
道办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 纵览

本报讯(刘波记者李波）城乡建设
处处落脚民生，件件关乎百姓生活。据
了解，榆林市清涧县今年持续提升公共
服务品质、宜居环境品质、文化生活品
质，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让城市颜值更“高”

今年以来，该县加快实施一批
城建项目，让城市颜值更“高”。投资
2.2亿元完成钟楼山棚户区改造主体
工程，投资2.1亿元完成农机厂、稍门
坡、虎头峁棚户区改造二期，投资2.1
亿元新建桂花园高端住宅楼，投资
5000万元完成农商行住宅楼建设，
投资 4500万元完成北街棚户区改
造，投资 3180万元建成供电分公司
调度大楼，投资 2000万元开工建设
西城区心诚阳光城五星级酒店，投资
4227万元完成15个老旧小区改造。

让城市功能更“全”

加快实施一批配套项目，让城

市功能更“全”。该县投资 1.3亿元
建成开放县史馆、档案馆、城建馆、
游泳馆、清涧历史展览馆和钟楼山
体育运动广场。投资 1000万元完
成华顿广场改造提升、岔口大桥纵
向桥新建等市政项目。投资 320万
元铺设塑胶步道2000米，投资1700
万元完成城区 7公里污水管网延伸
和 10公里维修改造。投资 1400万
元完成西城区东环线、烟草公司段、
蚕种场段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有效
解决城区内涝问题。

推进“五年植绿大行动”

深入实施“塞上森林城”提质增
效行动，重点推进“三条”通道植绿和
城区范围精细绿化，确保裸露地块全
覆绿。推进“五年植绿大行动”，稳步
推进生态林业发展、环城防护林带建
设、东部土石山区治理、千村万户及
民俗景点绿化、林木抚育管护生态功
能建设，形成道路河流林带化、城镇

乡村园林化、环城林带风景化、旅游
景点生态化新局面，建成黄土高原和
黄河流域重要生态承载区。

大力实施南拓北进战略

清涧县依托“三山石嘴头、二水
绕城流”生态格局，坚持“以城聚产、
以产兴城、产城融合”原则，大力实
施南拓北进战略，构建“一核”“三
区”发展格局，打造结构优化、产业
集聚、生态宜居、协调发展的现代城
镇网络体系。到 2025年，延榆高铁
和汾清高速建成通车，改造沿黄公
路，硬化通组路 300公里。建设幸
福宜居新农村100个。

聚焦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到 2025年，小农户加
入合作社比例达到 75%以上，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均
达到 80%以上。建成 100个乡村振
兴示范村，力争将清涧县建成全省
乡村振兴示范县。

拉人头 免费体检 养生讲座

民警街头揭秘“经济犯罪”新特点

“‘拉人头’、投资‘养老公寓’、
‘养生’讲座、免费体检、网络借贷
P2P平台……”这些都是涉众型经
济犯罪。5月 15日上午，西安市公
安局联合多部门在全市三个人口密
集街头举办“5·15”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活动，200余名经侦民警
向群众介绍了新型经济犯罪特点，
提醒群众远离非法集资，护好“钱袋
子”。

200余名民警走上街头

今年的“5·15”宣传日活动将继
续沿用“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主题，
西安市公安局联合市金融工作局、
市税务局等单位，分别在未央区大
明宫万达广场、雁塔区赛格国际购
物中心广场、灞桥区城东客运站华
阳广场同时启动主题宣传活动。全
市 200余名经侦民警走上街头，揭
示作案手法、传播防范技巧，集中展
现公安机关忠诚履职、打击犯罪、保

障民生、服务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显
著战果，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

据介绍，去年以来，西安市经侦
部门紧扣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
险主线，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开展疫情防控核查，持续打击非法集
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西安市公
安局经侦部门共立案618起，破案465
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79人，刑拘
361人，逮捕256人，起诉379人，先后
破获了“4·5”特大网络传销案、“11·19”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12·22”打击地
下钱庄案、“8·18”系列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案、“4·17”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等一批重特大案件。

养老服务等成“重灾区”

记者了解到，一些新兴经济领
域如网络借贷、投资理财、养老服
务、消费返利、虚拟货币、金融互助
等，成为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的“重灾区”，且日益呈现出
网上犯罪与网下犯罪叠加，传统模
式和新型手段交织等新特点、新动
向和新变化，涉案金额大、涉及人员
多、涉及地域广、防范处置难，严重
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严
重侵害群众合法权益。

犯罪手法不断升级

据悉，当前，非法集资手段花样
翻新、不断升级，欺骗性和迷惑性很
强。有的假借数字货币概念实施非
法集资，自创没有任何价值的虚拟货
币，承诺加入投资即获得高额提成，
以“拉人头”的传销手法吸引群众投
资，犯罪手段复合化。有的租用高档
写字楼、花重金宣传造势，制造实力
雄厚假象，编造虚假投资增值项目，
引诱社会公众投资。有的瞄准中老
年群体，在市区人流密集场所派发传
单，以投资“养老公寓”为名，引诱群
众“加盟投资”，有的通过举办所谓的

“养生”讲座、免费体检方式，对中老
年群体进行洗脑式“保健品”推销，以
此牟取暴利。有的打着“互助投资”

“慈善公益”“精准扶贫”的幌子，收取
加盟费并承诺获得高额回报。有的
打着“微商”旗号，通过“微信群”发展
下线，销售低质量、低成本商品甚至
三无产品，或者宣称在朋友圈发广告
赚钱，以高额返现和工资日结为由，
吸引大量人员参与，此类传销门槛
低、传播速度快。

文/图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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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在榆林市定边县堆子
梁镇种羊场村的马铃薯高产示范
田里，北大荒马铃薯集团的脱毒
种薯正在有序播种，这些从黑龙
江而来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经过
了晒种、催芽、切块，再与草木灰
搅拌装进农机播种到田地里，成
为了农民眼里增收致富的“金豆
豆”。

据了解，北大荒马铃薯集团
统一向签约的农户提供高淀粉
的马铃薯脱毒种薯，采用马铃薯
高产栽培模式和现代化的马铃
薯种植技术，同时全方位对接农
户，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和指导，
并进行后续统一定价收购，保障

价格和销路，让农民真正吃下
“定心丸”。

定边县土地资源广阔，海
拔高、昼夜温差大，具备种植马
铃薯的独特优势。今年 3月，定
边县与北大荒马铃薯集团签订
马铃薯产业项目投资框架合作
协议。5月初，北大荒马铃薯集
团在定边县建成 4000亩马铃薯
高产示范田，通过实现“脱毒种
薯繁育+标准化”“全程机械化
马铃薯种植+产业公司”模式，
发展马铃薯订单式农业，预计
种植效益将比常规种植每亩多
500多元。
文/图 叶子陈煜本报记者李波

近日，榆林市定边县安边镇白
兴庄村进入一年最美的时节，走进
安边镇白兴庄村牡丹种植基地，阵
阵花香扑鼻而来，700多亩油用牡丹
花迎风绽放，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
生机盎然的景象。

“2017年，我在外出的时候偶然
发现了油用牡丹这个品种，经过多
方了解，发现油用牡丹不仅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而且耐寒

耐旱，非常适合我们北方种植。”滋
茂牡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春
梅说，她成立了滋茂牡丹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白兴庄村发动农户，以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由合作社
负责提供技术和扩大市场，农户以
土地入股负责牡丹种植，2017年共
种植 600余亩。经过三年多发展，
如今，滋茂牡丹种植专业合作社已
在白兴庄村种植油用牡丹 730 余

亩、种植户 30 余家，全县范围内
2000余亩，今年预计每亩收益可达
1200元左右。

日前，合作社邀请的联企专家
张晓云说：“定边县的牡丹长势非常
不错，牡丹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第
五年、第六年会达到一个盛产期，只
要做好管理和后续服务，效益会一
年比一年好。”

乔保华杜倩本报记者李波

种下“金豆豆”销路不用愁

定边发展马铃薯订单式农业

定边县安边镇：牡丹好看能致富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清涧打造生态宜居现代城镇网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