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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6日电
中央环保督察组 2018年分两批共
对20个省份实施督察“回头看”，推
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6
万多个，问责超八千人。

2017年底，首轮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实现了对全国 31个省区市的
全覆盖。为进一步传导压力、压实
责任、解决问题，今年第一批6个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河北、河南、
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苏、江西、
广东、广西、云南等 10个省份开展
督察“回头看”；第二批 5个督察组
对山西、辽宁、吉林、安徽、山东、湖
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等 10个
省份开展督察“回头看”。

督察“回头看”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生态环境部此前公开
的信息显示，第一批“回头看”督察
组受理的37640件群众生态环境问
题举报已基本办结，10个省份罚款
7.1 亿元，约谈 3695 人，问责 6219
人；第二批“回头看”督察组受理群
众举报38133件，截至12月6日，各
地已办结 26873件，罚款 2.1亿元，
约谈1804人，问责2177人。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回头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
督察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方案落实情况；重点盯住整改不
力，甚至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
整改，以及“一刀切”等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不作为、滥作为的问题；重
点检查列入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
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查处、整治情
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生态环
境问题整治情况；重点督察地方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严肃责任追究情况。同时，针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7大标志性战役
和其他重点领域，结合被督察省份
具体情况，每个省份同步统筹安排
1个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与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不同
的是，督察组在“回头看”进驻期
间，持续向社会公开地方整改不力
的典型案例，有效传导了压力，发
挥了震慑效果。

中央环保督察组今年对20省份实施“回头看”

四十年来家国·改革开放巡礼

■22部门：联合惩戒会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
■我国活跃志愿者约2.65亿 平均年龄43.1岁
■西安宝鸡延安入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名单
■陕西年底前公布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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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这果园就能成为我的
小金矿！”看着一人多高的果树，姚金理
憧憬着。

姚金理是铜川耀州区一二三道沟
区域刘寨村村民，五年前他狠狠心，挖
掉了自家的苹果树，“满树都是尘土，果
子卖给果汁厂人家都不要。”

不过，一二三道沟区域治理开始
后，姚金理发现空气好了。去年，他重
新在沟沿地里栽了果树。

铜川是一座因矿而建、因矿而兴的
城市，高峰期煤炭开采企业一度达到
500多家，水泥企业 30多家，建筑石料
加工企业 400多家。不过，铜川也付出
了环境代价：废弃煤矿满目疮痍，石灰
石矿山山体裸露，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2009年，铜
川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生
态修复治理随之加速。

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环境治理
有了转机

“随着旧的发展模式走
到尽头，我们迎来了经济转
型、生态修复的好机会。”铜
川市市委书记杨长亚说。

铜川被国务院确定为
资源枯竭城市后，铜川市
委、市政府抓住机会，组织
编报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重点工程实施方案，三年累
计争取到中央支持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 2.9亿
元。位于王益区市区宜园
路东侧的桃园煤矿废弃矸
石山综合治理项目是其中
之一。

顺着修好的石阶往上
爬，铜川市国土资源局王益
分局局长袁保民说，“山上
种的最多的是紫穗槐，近 26
万株，最适合土质松散的坡
型地面。”通过采取一系列
技术措施，占地面积84亩的
矸石山全部实现治理，其中
绿化面积达到 67.5亩，总投
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021
万元。

眼前的桃园煤矿废弃
矸石山再没有了往日的脏
乱差，地质灾害隐患消除，环境改善，山
脚下修建的广场还成了周边群众的娱
乐场所。

李爱敏是桃园煤矿矿工家属，住所
距矸石山不足 500米。周末午后，她正
带着孩子在广场踢足球。“没治理前，矸
石山寸草不生，出门一天，白衣服就成了
黑衣服，一刮风飞沙走石，常年不能开
窗。”李爱敏说，“现在我常和邻居在这
儿跳广场舞，孩子们也有了玩的地方。”

据了解，这笔中央专项资金截至
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2.31亿元，共支持
了 17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目前
有 9个项目已经竣工验收，8个项目仍
在进行中。

关停煤矿，劝退采矿企业
一座城市想要蜕变，仅靠治理几座

矿山是不够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
程。“煤炭的开采，不仅会造成沉陷区、
采空区，还会对地下水系造成破坏。这

是影响城市转型和生态修复治理的难
点。”杨长亚说。

借助国家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契机，
铜川关停了质量不高、破坏生态的一批
煤矿，仅2016年就关停了21家煤矿，煤
炭去产能1058万吨，占全省年度去产能
总量的36%。

2017年 1月，又一个政策红包“砸
中”铜川——该市成为全国首批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区之一。

耀州区石柱镇经济服务站站长王
奔锋被抽调来，负责一二三道沟的生态
修复工程。前期的重要工作是劝退采
矿企业。有一位矿主，坚持不拆矿，施
工时要么躺到铲车上，要么站在挖机斗
里。“我找他的熟人跟他谈，前后跑了两
个多月，最后终于谈妥了。”王奔锋
说。最终，工作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
间，通过政策约束、经济补偿等方式，劝
退了全部34家采矿企业。

杨长亚给出了一组数
据：经过核算，仅 2016年关
停的 21家煤矿就拉低了铜
川市 4 个百分点的 GDP。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截
至今年 10月底累计投入了
26.91亿元。

“收入在减少，支出在
增加。但城市发展不能只
看GDP，更要看百姓的生活
质量。”杨长亚又给出了一
组数据：2017年，铜川人均
水资源为 303立方米，2015
年为 276立方米；空气优良
天数 270天，比 2016年增加
40多天。

加强制度保障，优化修
复技术

为了夯实生态环保责
任，铜川市严格落实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制度，把环保考核结果作为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
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制度在产生约束的同
时，也激发了领导干部的内
在动力。”铜川市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鲁宁说。
对未来的治理，刘鲁宁感到治理理

念和施工技术还有提升空间，“一些修
复工程用的是工程手段而不是生态手
段，比如，有条河道治理把河搞成了渠，
修的堤坝用的是水利防洪的水泥坝，水
生态系统和周围的土壤失去交换就会
变质，这样的工程需要重建。”

生态修复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
工程。据统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总投资达到58.63亿元。对于
需要后期维护的河道项目，铜川市引入
PPP模式，既解决了当下建设资金短缺难
题，又有专业的团队负责长期运维事宜。

去年，全市实施的18个子项目中有
7 个采用 PPP 模式，占项目总数的
39%。“我们设置了全生命周期的绩效考
核办法，并将其与付费挂钩，此举有助
于提升第三方长期运营维护的质量。”
刘鲁宁说。 （张丹华）

本报讯（程靖峰）12月 24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全
省发展改革系统坚持促改革、求创
新、抓项目、补短板、稳投资，扎实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在全国投资增速放
缓的背景下，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基本
保持平稳增长、稳中趋优，为全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体来看，1月至11月，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4%，增速
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第一产业

投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保持较快
增长，工业投资企稳回升，房地产开
发投资持续回升。在去年投资增速
较高的情况下，安康、汉中、渭南继
续保持15%以上的增速。延安投资
融资环境改善明显，扭转了去年投
资负增长局面，同比增长3%。

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
投资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带动作用。
2018年我省共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 167.19 亿 元 ，比 2017 年 增 长

17.7%，截至 11月已开工项目 1177
个，开工率为77.95%，年度资金到位
率为 74.55%。截至 11月，省发展改
革委已累计下达 2018年省级基建
资金 28亿元，有力地保障了我省重
大事项的顺利推进。

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是我省审批类、核准类和备案
类项目申报审批的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1月至 11月，全省通过在线平
台办结项目 30864个，项目总投资

42338.3亿元。新版平台已于今年1
月 1日上线运行。我省企业投资备
案类项目可通过平台办理所有备案
手续，实现“不见面”办理。

据悉，今年4月，因2017年固定
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中央预算
内投资完成率较高，我省受到国务
院办公厅的奖励通报。今年 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进一步
推广陕西稳定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
构、提升投资质量的好经验、好做法。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安康汉中渭南增速均保持15%以上

昨日上午，西安地铁四号线开通试运
营，沿途在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
址公园等多个知名景区设站。

西安地铁四号线是国家发改委批复

《西安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2012-2018）》中的一条骨干
线路，全长35.2公里，全线设车
站29座，均为地下站。

除在知名景区设站外，这
条地铁线还衔接了西安火车

站、西安北客站等重要交通枢纽，连接即将
建成的陕西首条城际铁路——西安北客站
至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城际轨道线，极大方
便了市民及游客出行。 桂瑜 摄

本报讯（蒋黛）
记者近日获悉，省政
府日前下发了《关于
设立西安“一带一
路”综合改革开放试
验区的批复》，其中
同意设立西安“一带
一路”综合改革开放
试验区（以下简称综
合试验区）。

批复中明确，综
合试验区在建设过
程中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论
述，紧紧围绕“五新”
战略任务落实、“三
个经济”发展和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以“三中心两高地一
枢纽”为抓手，打造西安内

陆型改革开放新高
地，建设新时代服
务“一带一路”、引
领向西开放的国际
合作前沿城市。

其中要求，全
市各部门要加强组
织领导，进一步细
化制订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落
实工作责任，完善
推进机制，全力做
好综合试验区建设
各项工作，力争形
成全国试点经验。
省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切实加强对综
合试验区建设的协
调指导工作，在实
施方案编制、体制
机制创新、政策支
撑、项目安排等方

面给予积极支持，及时
帮助解决综合试验区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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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文俊）近年来，安康市总工会积极采取“四
抓”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机关党建工作。

抓领导，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坚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加强对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的检查，引
导机关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
抓学习，强化思想建设不放松。制定多项举措，购买《习近
平治国理政》等书籍引导干部原原本本学；抓活动，促推规
范化建设增活力。着力抓实机关党建“五规范”工作，严格
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健全和完善基层组织台账，夯实机关
党建基层基础；抓监督，营造风清气正工作氛围。牵头制
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细化与业务特点相符合的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和推进措施。

安康市总“四抓”加强机关党建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日前，记者从全国就业与社
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暨关爱
员工实现双赢表彰大会上获
悉，铜川安泰集团（实业）有
限公司工会荣获“全国双爱
双评先进企业工会”称号，这
是我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

民营企业工会。
据了解，该工会自成立

以来，紧扣“全心全意为职工
说话办事，尽心尽力替企业分
忧解难”的主题，按照“为企业
所需要、为法人所理解、为员
工所拥护、为会员所欢迎”的
思路，积极开展各种实践活

动，使工会工作在企业中有威
信、有作为、有地位。同时，该
工会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组织
开展各种丰富多彩、健康向上
的娱乐、文体、劳动竞赛等活
动，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
性，营造了员工爱企业、企业
爱员工的良好氛围。

安泰集团工会荣获“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工会”称号

本报讯（康传义）为深
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支
撑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加快
构建包（银）海高速铁路通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
发《关于新建西安至延安铁路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据了解，西延高铁是国
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

纵八横”包（银）海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线路自西安东
站引出，经西安市高陵区、阎
良区，渭南市富平县，铜川市
耀州区，延安市黄陵县、富县
和宝塔区，终至既有包西线
延安站。新建正线长度
291.7公里，设站 11座，其中
西安市境内线路长度约 41

公里。同步建设耿镇至西安
北站、港务区至港务区东、西
安北站沟通西成场联络线
28.5公里，改建既有包西线
6.2公里。该项目设计时速
350公里，总投资约为 551.6
亿元，建设工期4.5年。西延
高铁建成后，西安与延安将
实现1小时通达。

西延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本报讯（高明）近日，
榆林市总工会在陕西工运

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工
会组织员培训班，来自全

市的 60名工会组织员参加
了培训。

榆林市总举办工会组织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