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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110”——
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本报讯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陕西调
查总队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陕西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4287 元，同比名义增长
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比
2019年上半年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
7.9%，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实际增长
5.5%。

上半年陕西居民收入水平在全国31
个省份中居第18位，较上年同期下降一个
位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全国0.8个
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46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居第18位，
位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一位，同比增长
9.8%，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6个百分
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比2019
年上半年增长13.3%，两年平均增长6.4%，
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48元，在全国
31个省份中居第21位，位次与上年同期持

平，同比增长15.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0.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4.3%，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20.5%，两年
平均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
实际增长7.4%。

上半年陕西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7645元，同比增加686元，增长9.9%，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3.5%；人均经营净收
入1554元，同比增加156元，增长11.2%，
占可支配收入的10.9%；人均转移净收入
4100元，同比增加539元，增长15.1%，占
可支配收入的28.7%。

上半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快于城镇5.3个百分点，城乡收入
比为2.73：1，较上年同期缩小0.13。二季
度末，陕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
566.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3.6万人，同
比增长4.3%。

（下转2版）

上半年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8%

本报讯（记者 杨娟）7月15日，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与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全省县级及以下烈士纪
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部署会议，要求全省各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检察机关充分认识做好烈士纪
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严格落实工作标
准，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
士褒扬条例》等，我省制定了《全省县级及以下烈士
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方案》。专项行动开
展时间为7月至12月，分为安排部署、排查整改、
重点抽查、迎接检查、总结上报五个阶段进行。全
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检察机关将按照四个

“全覆盖”工作标准，从信息校核、规范整修、有效
管理、宣传教育四个方面，对全省县级及以下烈士
纪念设施特别是零散烈士墓管理保护情况进行全
面摸底排查，全面提升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
理保护水平，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在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方面的作用，营造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
浓厚社会氛围。

陕西加强县级及以下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

本报讯（杨扬夏子）7月13日，陕西省人民检察
院召开“三有”争创检务督导面对面视频会，认真贯
彻第十五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有进
步、有站位、有品牌“三有”争创活动，确保“十四五”
时期陕西检察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把“三有”争创活动
放在心上、抓在手中、一抓到底，务必取得实效。要
以“三有”争创活动为抓手，紧盯全国先进找差距、补
短板、强弱项，将“三有”争创落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上、落在服务保障人民利益上、落在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办案上。要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巩固拓展第
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做到“勤快严实精细
廉”，破除“庸懒散慢虚粗”顽疾，以崭新姿态争创“三
有”，追赶超越。要抓好提炼总结，经常性总结回顾

“三有”争创活动，提炼经验做法，查找问题不足，明
确改进措施。要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高品质
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讲好陕西检察故事。

会议采取现场指定与电脑抽点相结合的方式，
确定了西安市高陵区检察院、宝鸡市太白县检察院、
渭南市白水县检察院、延安市黄陵县检察院、咸阳市
杨陵区检察院、汉中市佛坪县检察院6个询问单
位。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葛迪重点围绕
年初以来开展“三有”争创活动情况进行提问，6个
检察院检察长或分管院领导答题，所在市检察院检
察长和分管院领导进行点评。

省检察院
召开检务督导视频会议

本报讯（李成龙 通讯员 张婉婉）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铜川中院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部署安排，精心谋划，扎实推进，做实规定
动作、做好自选动作，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取得
明显成效。

铜川中院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制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深入党建联系点、党代表工作室等开展讲党课
活动。该院建立每周例会开展一次全院干警集中
学习、每周召开一次中心组研讨学习、每周召开一
次支部会议集中学习的“三个一”政治轮训机制，累
计开展各类集中学习73次；充分用好“学习强国”

“陕西网络干部学院”等线上党史学习资源，在官方
微信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累计编发学习教育相
关信息97期；建立完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群，对6
个多功能党建活动室进行了以党史展示为主题的
墙体改造，构建了红色精神长廊，传承红色基因，坚
定理想信念。

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铜川中院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出台10项便民利民措施。该院开展了涉
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做实做优法院诉调对接、网
格员协助送达和执行两项机制，全面整治“空心法
庭”“走读法庭”，推行涉诉信访案件律师代理制度
和员额法官带案下访制度。该院还与市司法局联
合推出了“一周一案三问”、普法微课堂等7项“我
为群众办实事”举措，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铜川中院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听说过景点文创雪糕吗？今夏，不少人的微
信朋友圈都被“延安宝塔山”“西安大雁塔”“杭州
西湖”以及备受争议的“重庆解放碑”等景点文创
雪糕刷屏。微博上，各地推出独具特色的景点文
创雪糕互相较量，屡屡登上热搜。然而，除了独特
的造型外，景点文创雪糕昂贵的价格也引发了不
少热议。普通雪糕几块钱一支，景点文创雪糕的
单价大多在20元以上，但其口感及品质却参差不
齐，引起消费者不满。

近几年，文创产品掀起了一股热潮。文具、T
恤、手工艺品等等不一而足，一旦加上“文创”二
字，仿佛就有了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就会引得大
家争相“打卡”。有人认为，将各地的标志性建筑
做成景点文创雪糕，很有趣味性，且能够起到一定
的宣传作用，价格略高也无可厚非。毕竟文化无
价、创意无价。

当然，景点文创雪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弘扬
文化、宣传城市形象，吸引游客“打卡”，让游客在

游玩中感受到乐趣。它不仅仅满足了人们“吃”的
需求，还满足了人们“晒”的需求。从风景照和游客
照的“打卡”，到景点文创雪糕照的“打卡”，景区“打
卡”有了别样的“仪式感”。然而，不少网友却吐槽
景点文创雪糕用料差、口感差、价格昂贵、徒有其

表。自从景点文创雪糕火爆以来，各城市、各景区
纷纷效仿，推出自己的景点文创雪糕，但不难发现，
大多只是跟风而为之。除了雪糕的形象不同、价
格攀高外，其包装的设计、雪糕的口味、颜色都大同
小异，换汤不换药，难免落入俗套。

那么，景点文创雪糕价格攀高，真的能用一句
简单的“文化无价、创意无价”来解释吗？从本质上
说，抛开文化和创意，景点文创雪糕归根结底是食
物，贵在品质而非价格，其产品品质能否经得起检
验至关重要。景点文创雪糕要想长足发展，不仅
要有“文化”、有“创意”，更重要的是要有品质。雪
糕不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都应该本着对消费
者负责的原则、对创意负责的原则，在产品质量和
品质上多下功夫，不能打着

“文创”的招牌，只看重眼前
的利益，流于形式、名不副
实，这样的产品终会被市场
抛弃。

“文创”不是涨价的借口
何申燕

银行卡被盗刷、集资被骗、投资证券期货上当
受骗……近年来，陕西省经济犯罪复合化、智能
化、专业化趋向明显，已涉及住房、就业、教育、养
老、食药品安全、发票骗税等方面，陕西公安强势
出击，严打经济违法犯罪，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聚焦推动经侦工
作高质量发展主题，紧扣配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
金融风险主线，依法打击、积极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活动，全面提升遏制犯罪、防范风险、服务发展、维
护稳定的整体效能，为维护全省市场经济秩序和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2020
年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陕西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333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649名，涉案价值84.70亿元，为群众的钱匣子
加上了“放心锁”。

近年来，陕西公安经侦部门组织开展了针对
地下钱庄、涉税犯罪、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专
项打击行动，成功破获了咸阳“4·26”“9·17”跨
境赌博非法经营案、宝鸡“11·27”涉嫌骗取出口
退税案、渭南“5·17”特大网络传销案等一批有
影响的重大案件，反假币、反洗钱、打击涉税犯罪
等多项工作在全国比武练兵活动中取得历年来
最好成绩。

在虚拟币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下，2018年 4
月，沈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以公
司招收员工的名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公司总部
共吸纳会员1.1万余人，涉案金额1.1亿余元，并在
陕西渭南设立了传销窝点。

2018年5月中旬，黄某为了骗取更多群众的
信任，对外宣称该科技公司在深圳市前海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该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以BBB软件
购买股权赠送虚拟币的网络科技公司。本以为

“计划缜密”，但仍被严谨认真的渭南民警在侦查
中找到了其传销的破绽。经调查，该案件涉及全

国26个省、市、自治区。民警经过数月侦查，通过
资金分析，确定了第一批13人的抓捕对象。渭南
市公安局成立了抓捕专班，抓捕专班先后辗转沈
阳、上海、内蒙古、深圳、湖南、陕西等地，截至

2019年10月29日，共抓获黄某、黄某某、孙某等
19名犯罪嫌疑人。至此，“5·17”特大网络传销案
的神秘面纱被揭开。

（下转2版）

为群众的钱匣子加上“放心锁”
——陕西公安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综述

董丽君

我省公安机关健全完善“110、被骗群众、反诈中心”三方通话机制，全面提高反诈
宣传覆盖率、知晓率。图为反诈宣传现场。

立 言

本报讯（记者 杨小玲）近日，陕西省未成年人
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暑期
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就全方位深入细
致做好当前和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进一
步确保全省未成年人安全作出安排。

《通知》要求，深化隐患整治，筑牢未成年人安
全保护工作防火墙。各地要紧密结合季节特点、
地域特点和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实际，认真梳
理风险隐患，研究破解措施办法，堵塞安全防护漏

洞。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校外托管机构等各类涉及未成
年人机构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对公园、室内
外游乐场等场所的安全检查；加强对暑期涉及未
成年人的游学、研学、社会实践等活动管理；加强
对网吧、游戏厅和酒店、宾馆等场所的巡查；加强
对人口集中居住地区河湖渠塘的巡查，设立防护
设施，悬挂警示标识；高度重视汛期自然灾害风险
防范，对各类涉未成年人机构场所周边的建筑物、

围墙、山体等进行细致排查。
《通知》明确，要压紧压实责任，织牢织密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安全网。省、市、县（区）三级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实际抓
好本系统涉未成年人机构安全管理。各地要于7
月底前实现市、县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全覆盖。要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快开
通未成年人保护专线专席，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

陕西加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