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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应急管理局
举行综合执法大队挂牌成立仪式
法大队揭牌，仪式由区应急管理局
党委书记、
局长王群力主持。
党晓春、杨珩为新城区应急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揭牌，柳建民宣布
大队成立。
新城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的成立，
是全面深化应急管理领
阳光讯（记者 邓龙辉 文/图）6月 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迈出的重要一
西安市新城区应急管理局举 步，应急管理职能和职责进一步强
22日上午，
执法力量得到有力补充。大队成
办新城区综合执法大队挂牌成立仪式。 化，
立后，
将通过整合应急管理系统执法
西安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
统筹执法资源、
完善执法体系，
副局长党晓春，
新城区委常委、副区 职能、
进一步推进新城区应
长杨珩，区人大副主任、区委组织 强化执法力量，
部常务副部长柳 建 民 等 领 导出席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挂牌仪式上，杨珩表示，
组建新
仪 式并为 新城区 应急管 理 综合执

城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是区委、
区政府深入落实中央、
省、
市决策部
署，
全面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的重要举措，
标志着新城区在应
急管理综合执法上开启了新的征程，
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夯实基层执法
基础、
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提升应急
管理执法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广大应急管
理干部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
在防范化解灾难灾害风险隐患上
闻令而动、
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护
航新城发展。

长安法院宣判两起涉养老诈骗案件
阳光讯（记者 严文辉）6月21日
上午，
西安市长安区法院法官何向阳、
高雪宁前往西安市看守所，
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
对两起涉养老诈骗犯罪案
件进行宣判，
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
犯罪行为。这是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以来，
长安区法院宣判的
首批涉养老诈骗案件。
2014年3月，被告人盛某某入职
陕西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担任客服
中心总监职务至2016年3月，在此期
间负责组建集资业务团队，
以召开宣
讲会及让业务团队发单等方式向社
会不特定人群宣传其公司老年公寓
消费卡产品，
吸引群众以签订老年公
寓消费卡养老服务合同书的方式投
资该老年公寓项目，非法募集资金。
经司法鉴定，
被告人盛某某及其业务
团队先后为该老年公寓项目累计吸
收公众存款人数共计420人，吸收投
资款金额总计34241200元，
报案已还

款金额总计2600950元，实际损失为
31640250元。盛某某的违法所得为
333333.33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盛某某组建业
务团队为该老年公寓项目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
数额巨大，
严重扰乱了国
家的正常金融秩序，
长安法院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被告人盛某某
有期徒刑五年又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十万元；
对被告人盛某某的违
法所得人民币333333.33元依法继续
追缴，
追缴到案后发还集资参与人。
被告人钟某喜、
冯某军
2015年3月，
（已判决）、李某萍（已判决）、王某民
（已判决）出资成立了陕西某养老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在未取得相关融资
证照的情况下，
对外宣称该公司投资
了某养老中心和某汽车租赁服务有
限公司两个项目，通过散发传单、
带
领群众进行参观等方式向社会群众
进行宣传，
并承诺高额利息，向群众

吸收资金。经司法鉴定，
该公司共向
23名群众吸收存款总额2498141元，
返点金额7300元，
群众实际缴款金额
已返还金额346150元，
实
2490841元，
际损失金额2144691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钟某喜违反国
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在未获得有关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非法向社会不特
定公众吸收存款2490841元，给存款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44691元，长
安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
被告人钟某喜有期徒刑二年又六个
月，并处罚金50000元。未追回的赃
款，
依法继续追缴，
发还集资参与人；
无法追回的赃款，
责令被告人钟某喜
退赔集资参与人。
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
长安区法院坚持严格依法办案，
严惩涉养老诈骗犯罪，
持续开展防范养
老诈骗宣传活动，
为广大老年人的幸福
晚年生活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国煤炭行业首部名矿志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志出版发行
阳光讯（记者郑玮通讯员牛艺强）
近日，
《中 国·陕 西 煤 炭 名 矿 志 系
列——
—黄 陵 矿 业 一 号 煤 矿 志
（1989-2020）
》编印完成并出版发行。
作为全国煤炭行业名矿志第一部志
书，
它记载了该矿从1989年至2020年
这30年间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
由弱
变强的跨越式发展的轨迹，
是一部翔
实记录一号煤矿改革发展的工具书，
也是一部充分反映一矿人艰苦创业

的书。
该志书是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第
一部史志著作。志书编纂以时间为
经、事件为纬，采用公元纪年，以编
年体例和记事本末体方法相结合，
聚焦黄陵矿业一矿人30年奋斗的历
程，记录着矿井的改革发展、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党的建设及党委
会重大决策方面的大事、要事、新
事和特事。

《中 国·陕 西 煤 炭 名 矿 志 系
列——
—黄 陵 矿 业 一 号 煤 矿 志
（1989-2020）
》的编印，对于每一个
关心矿井发展的人都意义非凡。
志 书的编纂有利于一矿人总结得
失、
汲取经验、
扬长避短、
开创新局；
对于传承丰厚的煤矿文化、激励教
育干部职工砥砺奋进有重要意义，
也为矿井永续发展提供了镜鉴和精神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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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变T台
西安大学生上演精彩时装秀

6月20日晚，一场主题为“望·绣”的时装秀在
西安城墙永宁门城楼上精彩上演。陕西科技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将
古老的城墙变成T台，共遴选出40个系列、120余
套服装进行毕业设计动态演出，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据介绍，现场展出的每
一件服装作品都是设计师心血和汗水的见证，
这
些作品以陕西传统刺绣为基本元素，以前沿时尚
理念为设计语言，
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诠释了当代年轻一代大学生对古长安城悠久
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的一种独特视角和当代解读。
记者 梁萌 摄影报道

公安莲湖分局王拓获评
2021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
阳光讯（记者 严文辉）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
市委文明办等18部门在全市共同组织开展2021年
度西安市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最美（佳）”
先进典
型宣传推选活动，
45名志愿者被推选为“最美志愿
者”
，
25个志愿服务组织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
，
15个项目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其中，
15个社区被推选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政工科三级警长王拓获评
“最美志愿者”
。

西安中院
调研指导鸣犊法庭“两化”建设工作
阳光讯（记者 严文辉）6月21日上午，西安市
中院民二庭庭长刘国强带领法官袁观磊、王晓清
一行到长安区法院鸣犊法庭调研指导“两化”
建设
工作。刘国强一行实地查看了鸣犊法庭审判法
庭、办公场所及生活区域等各项硬件设施情况，
并对法庭的人员配备、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对鸣犊法庭目前“两化”
建设进展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照“两化”
建设评分标准对鸣犊法庭遇到的问题逐一进行
了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