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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位于国家秦巴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全国脱
贫攻坚主战场的核心战区。“十二
五”以来，安康市突出产业发展
促脱贫、突出移民搬迁斩穷根、
突出综合施策补短板，贫困人口
由100.5万人减少到58.17万人。

慢性病成稳定脱贫的重要制
约因素

经安康市精准建档立卡的系
统内实有贫困人口58.17万人，按
致贫原因分为因病致贫、因残致
贫、因缺少技术、因缺少资金、
因缺少劳动力和其他类致贫六
类，其中因病致贫17.09万人，占
总贫困人口的 29.39%。在因病致
贫人口中，风湿病、尘肺病、精
神性疾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病患
者达到 10.2 万人，占因病致贫人
口的 59.7%。慢性病大都不能治
愈或很难治愈，如果不对其所患
疾病进行有效管控和治疗，患者
将逐步丧失劳动能力，难以通过
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实现脱贫。

通过对安康部分县区入户走
访慢性病贫困患者，感受到他们
贫困程度较深，自我造血功能较
差，生存能力很弱，已成为影响
贫困山区2020年全部稳定脱贫的
重要制约因素，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突出短板，是特别需要关
注和扶持的特殊贫困群体。可以
说，其他致贫原因是“一步之
难”，可以通过政府扶持，创造条
件加以解决，而因病致贫如果得
不到很好解决，将会成为脱贫攻
坚中“步步都难”的瓶颈问题。

慢性病致贫的“硬骨头”并
非难啃难解

针对问题，分类施策。
一是对于以门诊治疗为主的

贫困群众中的慢性病患者，建议
出台加强慢性病医疗救助政策，
提高报销门诊药费比例。

二是对于采取住院治疗的，

在享受新农合、城镇医保、民政
救助等医疗费用补助后，仍然无
法承担费用的，取消慢性病贫困
户看病起付线，再次给予补助。
补贴额度应与收入情况挂钩，无
任何收入来源的，应加大兜底力
度。

三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加快公
立医院改革，出台有力措施抑制
医疗费用涨幅过快。

四是扩大慢性病报销范围，
允许各地根据实际，合理增加慢
性病病种诊疗项目。

理顺关系，建立机制。
慢性病患者救助，涉及扶

贫、卫生计生、民政、人社、残
联等多个部门，要实现大病、慢
性病家庭脱贫，必须改变“大水
漫灌”的扶持方式，从扶贫机制
上进行变革。

一是加强职能部门沟通。成
立由扶贫部门牵总，卫生计生、
民政、人社、残联等相关部门各
司其责的工作机制，把救助资金
和惠民政策统一调度、整体落
实，防止部门间各自为政。

二是建立“一事一议”的联
席会议制度，实施兜底救助。在
农村合作医疗、民政救助、残疾
补助等各项帮扶政策捆绑救助之
后，仍然无力支付剩余医疗费用
的特困户群众，采取“一事一
议”的办法，通过召开部门联席
会议，确定兜底对象和专项费
用，予以全力救助。

强化指导，落实责任。
对于因慢性病致贫的“硬骨

头”，要配备专门人力来“啃”。
安康市已经落实市直和市管医疗
单位首批200名医生结对帮扶200
名慢性病贫困群众。各级政府要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和考核，
真正做到救助上特殊关怀，帮扶
上责任到人。

（吴绍礼 韩建安整理）

中国戏曲是集文化之大成的
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有着以戏载
道、传承文化、感化人心、引领
风尚、规范道德的功能。

“中华梨园”所包含的文化
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凝聚结晶，汇
聚着周秦以降，汉唐以来九州文
化之精气，吸纳各族习俗之精
华，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西安拥有厚重的文化资源，
在弘扬传统文化，打造文化高
地，实施文化先导，开创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发展先机，扛起文化
产业发展大旗上责无旁贷。因
此，必须用创新思维做出更大作
为，树立“文化自信”，创新文化
理念。发掘弘扬梨园文化精髓，
着力打造国家级梨园文化产业基
地，就是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的理论实践，为推动文化西安
建设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在西安“十三五”发展规划
中，着力打造国家级中华梨园文
化产业基地，是具有强大带动作
用的文化战略工程，褔荫子孙，
影响世界。

一、发挥陕西戏剧文化优势
资源

秦腔作为中国戏曲的鼻祖，
是最为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
艺术形式之一，堪称活态文物。

实施文化先导，我们应充分
利用和发挥陕西戏剧文化优势资
源，以西安易俗社、三意社两个
百年历史剧团作为国家级中华梨
园文化产业基地的龙头与核心，
形成教学、培训及演出为一体的
文化新机制。汇集陕西地方戏种
阿宫腔、碗碗腔、汉调、眉户，
以及昆剧、豫剧、京剧等流派艺
术，海纳百川，百花争鸣，共同
畅想中华戏曲文化的新时代。

二、发挥标志性演出的丝路
魅力

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与
长安古乐及仿唐乐舞大型丝路歌
舞剧，作为国家级中华梨园文化
产业基地标志性演出 （如深圳华
侨城的天婵）。丝路故事、丝路艺
术以及丝路文化之旅的完美融
合，使游客深入其境，耳旁想起

阵阵驼铃声，亲眼目睹张骞的雄
姿，全视角感受体验东方丝路文
化的魅力所在，使其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赢。

三、发挥中国古戏楼的独特
亮点

戏楼，是中国戏剧文化的载
体，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内
涵，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
与发展，系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
石。

随着历史变迁，目前大多数
戏楼已经消失，在国家级中华戏
曲文化产业基地规划中，按照历
史记载和传统文化习俗，恢复、
仿建一批典型的代表性的中国百
戏楼群 （如多面戏楼、立体戏
楼），既可做文化演出场所，又不
失为独特的中国古戏楼建筑群景
观，形成西安文化旅游的一大亮
点。

四、建立梨园文化根脉拜祖
园

按照中国戏曲文化传统与习
俗，建立梨园文化根脉拜祖园

（建立老郎神像——中华梨园创始
人唐明皇李隆基像），恢复中华乐
神祭祀仪式 （非遗项目）。以每年
正月初十四为“梨园祖庙会”日

（公元714年，甲寅、唐玄宗李隆
基开元二年始创），形成全国戏曲
文化界重要的文化拜祖活动和举
办全国性戏曲文艺汇演活动，弘
扬中华文化精神，为戏曲艺术事
业，找到精神归宿、弘扬文坛，
圆中外文化从业者——梨园弟子
寻根之梦、竞技表演之梦。

五、衍生开发全国音乐戏剧
文化产业链

以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和戏曲
文化为龙头，衍生开发全国音乐
戏剧文化一条龙商业产业链。以
文化带动经济，以经济促进文化
发展，拉动西安文化、旅游业发
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
源的独特优势，实施文化创新驱
动，弘扬时代文化精神，提升文
化现代气息，展现梨园文化新风
貌。

（吴绍礼 韩建安整理）

针对贫困群众中慢性病患者
加强医疗救助

陕西安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 青

打造中华梨园
文化产业基地

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 韩宝生

城市安全，公安系于一半。
作为全国公安改革综合试点城市之一，西安

市公安局面对城市发展与安全新形势，紧扣风险
管控“总纲”，坚持以反恐倒逼警务改革、以改革
驱动综合战斗力，严守反恐、维稳、公共安全三
个底线，为西安市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打
造“一带一路”创新高地和内陆开放型新高地、
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
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改革管控布局：
让反恐维稳无死角

作为公安工作的中枢系统和反恐维稳第一道
防线，简约高效的指挥体系至关重要。

西安市公安局紧扣一个“快”字，改革建立
了扁平化指挥机制，通过调整指挥路径，将传统
的由上至下、层级传递的单一倒序传输方式变更
为与一线处置单元“点对点”直接通联、实时指
挥；通过建立重大敏感警情指挥流程、市局——
分局——派出所三级处置机制和落实各区域警力
部署和一线处置单元，使市局指挥中心“点对

点”调集街面警力、管辖派出所和交警部门力
量，实现了联动即时化。

反恐维稳，重在有效防范、管控和应对各类
危机风险。

西安市公安局牢固树立风险意识，研究建立
了预警、防范、处置、善后“四位一体”反恐防恐工
作机制，组建了涵盖卫生、环保、水务、电力、天然
气、武警、特警、消防、疾控中心等 9 个重点行业的
全市反恐应急处置力量，在环西安城建立了分县局
辖区、市二环路和明城墙“三道防线”，并牵头建立
了与重点地区的反恐信息点对点共享机制，与多个
城市签定反恐信息侦查合作协议，构建起了具有西
安特色的全警性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了发现、管理、
打击一体化的动态管控格局。

公众聚集场所的安全涉及千家万户。
西安市共有 854 处各具特色的人员密集场

所，包括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公园、博
物馆等公共场所和超市、商场等人员易聚集场
所，西安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三级预
警、四级防范、一体化处置为核心的人员密集场
所管理机制，基本使城市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
处置做到了无死角，这也是西安警方自主探索城
市安全管理的一次全国样板，为提升城市应对公
众场所突发事件的整体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防控体系：
让平安驻足每一街每一巷

这是刚刚到达西安的一趟列车，2000多名旅
客集中出站让不宽的通道显得相当拥挤。民警范
耀祥就站在正中央，一双眼睛专注而快速地在浪
潮般涌来的人群中扫视，警惕地捕捉着每一丝可
疑情况。

范耀增是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交巡警大队
民警，在西安市公安局以反恐为引领的警务模式
转型和警力布局改革中，他的工作地点也变更到
了火车站广场反恐应急点。这天上午，大约有80

多辆列车途经西安站点，仅范耀祥和同事发现并
核查、排除的可疑情况已有11起。

在反恐应急点将危险元素排除在萌芽状态的
同时，西安市大街小巷常见的巡逻警灯也成为人
们出行安全的“定心丸”。去年以来，西安市公安
局在“面”上，建立了 40 个一级巡逻网格和 101
个 二 级 巡 逻 网 格 以 及 28.6 万 个 监 控 探 头 ； 在

“点”上，建立了覆盖重点区域和部位的 20 个常
设、40 个临时反恐应急点、68 个街头警务站、
495个“家门口”派出所；在“线”上，建立了以
环西安边际 53 个治安检查站为主体的“护城河”
工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20支反恐防暴专业队
伍和 172 个应急处置小分队，与“点”、“线”、

“面”的力量呼应配合，24 小时布控防范，形成
了数百个街面巡逻防控作战单元，使全市街面巡
逻警力最高达到日均9000余人次。

西安火车站广场每天人流量最高达到 30 万，
随着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平均出警时间从10分
钟缩短到 7 分钟，最快的一两分钟即可到达现
场，日均接报警量也较两年前下降了67%。

警务模式转型，是西安市公安局夯实社会治
安综合防控体系的又一项重要举措。2014 年底，
西安警方启动以“上街面、下社区”为核心的派
出所警务机制改革，通过在城区派出所普遍建立

“一室一站三队”，使派出所这个维护稳定、惩治
犯罪、保障平安的综合实战单元更精、更强。
2015 年，全市 110 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9.8%，“两
抢”案件接报警同比下降 6.8%，盗窃民宅案件接
报警同比下降 12.38%。去年，西安市公共安全感
达到 90.23%，同比上升 0.14个百分点；公众对公
安机关满意度为76.76%，同比上升2.49个百分点。

在社会治安综合体系防控建设中，西安市公
安局还将目光投向了物流寄递这一伴随信息产业
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针对该行业快速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安全漏洞，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安
全管理改革措施，成立了全国首家物流寄递犯罪
侦查支队，并配套建立了信息技术管理体系，探

索走出了一条加强物流寄递行业安全管理的新路
子。

改革侦查体系：
“大数据”让违法犯罪无处可遁

手机失窃，这样经常发生却又案值不大的案
件，往往出现刑警队“无暇接手”，派出所“破案
难”的现象。然而去年上半年，西安市公安局成
功侦破手机盗窃、回收、销赃系列团伙案件，一
举落实破案2000余起。

打击犯罪新机制是西安公安改革的亮点之一。
在反恐思维引领下，西安市公安局党委依托现代科
技和“大数据”，针对全市违法犯罪活动呈现的新特
点、新问题，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标靶，改革构建起了
以全息化作战为龙头的刑侦打击体系。

上述系列团伙案件的破获，正得益于全息化
作战平台。去年上半年，西安市公安局打破机构
壁垒，将分散在刑侦、治安、交管、技侦、网
侦、图侦等14个部门的信息和多家社会单位的信
息资源，实行全方位信息收集、多角度汇总研
判、一体化联手打击，为侦查破案打通“快速干
道”。在此基础上，推行类案侦查，针对“两
抢”、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等
29类案件，建立专业队伍打击职业犯罪，有力提
升了发现和打击犯罪的效能。

据统计，去年以来，西安市公安局仅根据研
判指令破获案件 772 起、打掉侵财等各类犯罪团
伙594个，命案立案总数同比下降27.7%，破案率
同比上升1.77%。

全息化作战平台改善了传统侦查模式警种分
工过细、职能单一、各自为战的老模式，实现了
多警协作、资源共享、高效运转。符合公安大部
制、大警种、大平台改
革趋势，并为下一步公
安体制的改革和优化奠
定基础。

西安公安：为丝路建设保平安
吴绍礼 成 林 张 倩

农历二月初二，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我国
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
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
民谚。这天，人们借龙抬头之
吉时，为家人祈福。据陕西省
青年联合会常委俞日飞介
绍：“外出务工的老百姓们信
奉，过了二月二，出门干活会
有好兆头”。

图为我们在云集寺外拍
到的热闹景象。高亢激昂的

“秦腔”表演吸引了十里八
乡的人们陶醉其中，伴随着
鞭炮声和锣鼓声，彩狮时而
跃起，时而俯伏，腰鼓锣鼓
队热闹喧天，当地特色民间
艺术纷纷亮相。

多彩民俗多彩民俗““二月二二月二””
党宇婷 文 孙涛 图

本报电（潘伟朝、陈伟、李志红）
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陕西省凤翔县紧抓做大总量、做优
质量，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头戏和着力点，大力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换挡提
速”，着力引进和大力发展信息通信、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
施 3D 打印专用钛等项目，培育县域经
济新的增长极，努力推动错位化、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

产业集群是推进工业强县和新型
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是工业化加速、

城市化提升的关键，更是产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凤翔县按照“大企业引
领、集群化发展、基地化承载”的思
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工业经济升
级，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源，近期
集中开工了一批投资额度大、科技含
量高、带动力强、关乎凤翔县长远发
展的重大产业化项目，为县上经济转
型突破、加快发展积蓄了后劲和力量。

目前，凤翔已形成的煤化工、白酒酿
造、电力能源、铅锌冶炼等优势产业在全
市，乃至全省独占鳌头。陕西长青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吨甲醇及配套产

品项目，首期年产 60万吨甲醇工程工业
区投料试生产，中国西凤酒城计划投资
300亿元，建成面积达到 1万亩，年收入
500亿元以上；饮凤保健酒、陕西裕凤包
装材料项目也相继落户凤翔。

“培育新优势，是推动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打造宝鸡副中心的必由之路，
更是凤翔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支
撑区和核心经济增长板块。”这是经过
凤翔县领导班子集思广益、广泛论证
后确立的新一轮科学发展战略思路和
主攻方向，是“一带一路”建设总体
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布局。

陕西凤翔：推进工业升级 建设实力强县

本报电（吴翀） 科谷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研制开发的“城市生活垃圾干馏转化处理
装置”近日获得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友
好型技术产品”，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证
书。该产品以电加热方式将生活垃圾在高温
无氧条件下转化为油、气和炭，再将气用于
发电，电力回用于生活垃圾干馏过程，符合
国家环保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目前，北京厚

德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科谷公司
正在全球推广该技术产品。

据专家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干馏转化处
理装置”采用全球最先进垃圾处理技术，与其
它垃圾处理技术相比，干馏具有很多的优势。
垃圾干馏处理环节没烟囱，还原反应不产生二
噁英。处理过程不产生新的污染物，投资、运
行、维护成本低。最值得一提的是无需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适合我国处理垃圾的习惯；垃圾
处理选点不受限制，垃圾可以就地消化。

城市生活垃圾

干馏转化处理装置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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