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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佳妮
见习记者邬正鹏）9月13日，记
者从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督
察办）获悉，日前，省督察办组成6
个督查组，分别赴西安、宝鸡、渭
南、汉中、安康、商洛6市，开展整
改情况督查，并通报了整改情况。

督查组采取查阅资料、现场
核查、当面反馈、移交问题清单
的方式，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省委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秦
岭专项督查移交问题、5月18日
省政府《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方案》贯彻落实情
况进行了督查检查。从检查情
况看，中央环保督察涉及秦岭问

题8个，7个基本完成整改。1个
属中长期问题，整改期限今年年
底到期，正在加紧推进。省委环
保督察涉及秦岭问题各市共分
解40个，22个已完成整改，其余
问题正在加快推进整改。6月下
旬移交各市的 141个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有关问题，52
个已完成整改。此外，各市对秦
岭区域违法建筑排查和拆除工
作正在进行中。

督查组同时发现，6市在推
进秦岭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一是部分市对省政府 5月
18日下发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方案》贯彻落

实不力。如西安市对该项工作
安排部署迟缓；渭南市排查工作
不到位；多数县（区）排查整治工
作不严不细。二是采矿采石企
业监管整治不到位。部分市还
存在重关停、轻治理问题。三是
部分市对省秦岭办 7月移交问
题整改进展缓慢，特别是一些涉
及尾矿库治理和生态恢复治理
的秦岭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度
缓慢，成效不明显。四是涉水环
境问题突出。规划建设的镇村
污水处理设施未按时限要求建
成；周至、蓝田等县秦岭区域内
的“农家乐”产生的污水还未得
到有效处理；部分市市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整改任务未过半，有些问题整改
不到位。

此外，各市对中央和省上环
境保护督察期间交办的群众信
访问题整改不力。截至检查时，
仍有部分问题未完成整改。其
中，西安市36件，宝鸡市34件，
渭南市22件，汉中市36件，安康
市19件，商洛市34件。

下一步，省督察办将对移交
的生态环境问题继续坚持清单
化、台账式管理，每日调度整改
工作动态，每月调度整改进展情
况，及时通报整改情况，并根据
各市整改情况对整改工作不力、
慢作为、不作为的，进行约谈通
报，情节严重的，将移交问责。

本报讯（记者文晨）9月13
日上午，59台拆除机械、10辆洒
水车在西安市鄠邑区草堂镇“海
航西安草堂科技产业配套园”中
待命，随着拆除命令的下达，现
场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在建设
的45栋违建别墅相继倒下。

“海航西安草堂科技产业配
套园（草堂山居）”项目位于鄠邑
区草堂镇环山路以北，由西安海
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目前
已建设别墅142栋281套，占地
面积461.34亩。“这个项目主要
问题是把土地的性质从旅游用

地变成了住宅用地，违规建设别
墅，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西安市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城乡规
划条例》和《西安市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组织公安、住建、国土

等相关部门，依法对其进行拆
除。”鄠邑区副区长杨战海介
绍，项目的拆除工作将分两批
进行，目前先期拆除的是项目
西区的 45套总计 45栋违建别
墅，占地约 17800平方米，预计
将在9月25日完成拆除任务。

本报讯（尹云燕 张雨欣
记者石喻涵）“十九大是方向，
依法治国放心上，遇到事情莫
生气，拿起法律当武器……”昨
天下午，在盛龙广场，这边法治
相声吸引着近百名群众的眼
球，那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认真做着“西安市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法治宣传有奖问答”
的题目。这是西安市暨未央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法治宣
传活动的现场，此次活动也是

全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法
治宣传活动的首场活动暨启动
仪式。

此次西安市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将
重点宣传党的十九大报告有
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关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与生
态文明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知识和与此次秦岭北麓违建

专项整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围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法律知识，面向群众开展
现场有奖知识问答。

活动将邀请专家学者举办
“依法加强秦岭生态保护”专题
法治讲座，邀请“七五”普法讲
师团的法学专家为秦岭北麓违
建专项整治工作相关国家工作
人员进行专题法律辅导；在
2018年西安市微信无纸化学法
用法考试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和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两条例一办法”的自主
学习和考试测试；同时，组织鼓
励发动本级、本单位人员以及
广大社会群众参加全市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法治宣传有奖
知识问答活动；还要鼓励广大
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主动运用生态环境保护
典型法治案例，进行案例释法
说理、释惑解疑，开展生动直观
的法治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文晨）9月12
日19时06分，在陕西汉中市宁
强县（北纬32.75度，东经105.69
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1
千米。

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派出
20人组成的现场工作队前往灾
区开展地震应急工作。9月 13
日4点20分，现场工作队第三组

到达阳平关镇，6点 30分，现场
工作队一、二组，流动监测一、二
组及后勤保障组到达青木川镇，
经过工作组第一时间与当地政
府及附近居民沟通，两地震感均
持续10余秒。此外，9月12日当
天，青木川镇景区有游客 2000
余人，震后大多数人已离开，景
区秩序稳定。根据现场工作组

发来的消息，宁强县各镇办均有
震感，有4个镇震感明显，6个镇
较明显，7个镇轻微。目前，宁强
县17个镇办均无灾情报告。

昨日来自汉中市地震局消
息，地震发生后，汉中市委、市
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地震
应急响应，成立汉中市抗震救
灾指挥部并下设 6 个工作组

高效有序地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截至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分，震中及其附近部分老旧
房屋出现裂缝，并有瓷砖掉落
和掉瓦现象，无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报告。综合上述情况，
汉中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
将汉中市地震应急响应级别
由一级调整为二级。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截至
9月 13日零时 15分，经过现场
作业人员的仔细检查，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受宁强

地震影响线路已全部开通，恢
复运行。

9月12日19时 06分，陕西
省汉中市宁强县发生 5.3级地

震。地震发生后，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工务、
电务、供电、通信等相关部门，
对管内西成高铁、宝成铁路、宝

天铁路、阳安铁路线路设备进
行封锁检查。经过检查，未发
现影响列车运行安全隐患，无
人员伤亡。

本报讯（高明明首席记者
赵丽莉）9月12日晚宁强地震，
西成高铁晚点，众多旅客 13
日凌晨 3—4 点抵达西安北
站，西安公交总公司获知消

息后，迅速把已下班休息的
司机叫回岗位开始“摆渡”旅
客，直到凌晨 5 点 30 分，将
700 多人全部从北站运回市
内平安回家。

9月 12日 19时 06分，汉中
市宁强县发生 5.3级地震，运行
在西成高铁、宝成铁路、兰渝铁
路、达成铁路上的多趟列车晚
点。从成都方向开往西安北站

的 D1946、 D1944、 G2854、
D1992等 10余趟高铁晚点，约
1900余人滞留列车上，于 9月
13日凌晨 4点以后陆续到达西
安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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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设立
萨马拉交通学院

本报讯（记者文晨）昨日，省政府
网站发布关于同意设立陕西铁路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萨马拉交通学院的批
复，同意由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和俄罗斯萨马拉国立交通大学合
作，在渭南市临渭区站北街一号设立
萨马拉交通学院。

根据批复，萨马拉交通学院为不
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由陕铁职院依法进行管理，并依法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学院的在校生规模
为 1200人，实施高等专科学历教育。
学院招收学生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计划，在陕铁职院年度招生规模
内统筹安排，自2019年至2031年每年
招生一期，每期400人，参加国家规定
的统一入学考试或分类招生考试，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录取，根据专科学制
进行培养，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颁发
相应的学历证书，学制3年。学院招收
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我省多措施加强
质量认证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文晨）昨日，省政府
网站公布《陕西省加强质量认证体系
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3年，全省各类体系认证、产品
认证和服务认证等证书数量达到
2.5万张，较“十二五”末增长25%，规模
以上企业通过质量认证率达到100%；
创建省级质量认证示范县（区）试点单
位2-3家，新增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
创建区3-5家；通过资质认定检验检测
机构数量达到2000家，涵盖我省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形成完整的质量技术
支撑和创新体系。

《方案》提出，开展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升级行动，引导企业采用国际先
进标准。培育创建国家和省级质量认
证示范县（区），提高区域产品质量和品
牌信誉。完善第三方质量评价体系，
开展高端品质认证，推动质量评价由
追求“合格率”向追求“满意度”跃升。

我省将推动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方
法在能源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信
息技术等优势行业率先应用，带动行业
质量管理水平整体提升，打造更多具有
影响力的陕西品牌。鼓励企业参与自
愿性认证，通过认证提升产品质量和品
牌信誉。加快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
证制度，在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率先推
行新型低碳产品认证，助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扶持有条件的地区争创国
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

陕西2020年完成
村庄规划编制审批

本报讯（何蓉记者王嘉）省住建
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城
乡规划管理工作。各地要依法做好城
乡规划的审批备案工作，加快推进村
庄规划的编制，到2020年，完成全省所
有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工作。

通知强调，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
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贯穿到规划编制
全过程，要加强同生态红线、环境保护
规划等的衔接，规划内容要充分体现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
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和独特风光，让
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规划审批中，
要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的审查，
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篇章编制要
求。对秦岭区域的规划，要严格按照
省、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法规
的要求，认真落实禁止开发区、限制开
发区和适度开发区内容，明确项目准
入要求，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