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秦岭生态保护秦岭生态 打击违法犯罪打击违法犯罪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本报从今日起开设专栏《保护秦岭
生态 打击违法犯罪》，围绕野生动物保护，秦岭环境保护条例等内容，通过报道打击整治破坏秦岭野生动物资
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省打击力度，倡导绿色文明发展理念，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
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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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为
巩固和拓展秦岭北麓违建别墅
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加快推进
秦岭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工
作，持之以恒有效保护秦岭生
态安全屏障，3月15日，西安市
政府印发《西安市秦岭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整治方案》。根据
方案，确保2019年6月底前，秦
岭违建专项整治后续工作全面

完成，乱搭乱建、乱排乱放等突
出环境问题整治到位；宗教场
所、旅游景点、农家乐等常态化
管理工作全面加强。

根据方案，对《通知》要求
进一步整治的问题，要求各区
县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结合当
前开展的秦岭北麓有关整治工
作，按“六定”原则制定专项工
作方案，明确整治措施、完成时

限、责任单位、保障措施、分管
领导、责任人；对已完成整治的
问题，完善工作资料，及时进行
销号。

市秦岭保护局、市资源规
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
局、市水务局组成专项督查组，
每月分类开展一次督查检查，
并对各区县政府和高新区管委
会整治工作进行具体指导，督

查检查结果报市政府；建立严
格的整治工作流程，对完成整
改的问题，由各区县政府和高
新区管委会组成专门验收组进
行自查和验收。验收工作要坚
持标准，验收结论经相关会议
审定通过后，予以销号;对没有
通过验收销号的问题，及时组
织整改。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按
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公
安厅扎实推进打击整治破坏秦
岭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

省公安厅专门成立由副
省长、公安厅厅长胡明朗任组
长的专项打击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提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
害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
行为，持续保持零容忍打击高
压态势，集中侦破一批涉及面
广、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

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大
案要案，摧毁一批非法猎捕、杀
害、收购、运输、销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的犯罪网络和窝点，
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增强
广大群众保护生态安全意识。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全省公
安机关把打击重点瞄准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主
要包括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
输、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
法捕捞、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濒
危水生野生动物，非法采伐、毁
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

的其他植物，以及利用互联网非
法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
动将把野生动物迁徙洄游通道、
栖息地、繁殖地等区域，尤其是
秦岭北麓、南麓六市及其他野生
动物资源丰富、问题突出区域作
为打击区域的重中之重。

行动中，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将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加
强摸排力度，深入摸排线索。
同时强化案件侦办，围绕破大
案、打团伙目标，对重大案件线
索进行深度经营，必要时采取

省厅挂牌督办、联合异地侦办
等措施强力推进破案攻坚，确
保查源头、端窝点、打链条，实
施精准打击。在此基础上，我
省公安机关将加强与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林业、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形成打击合力。

此外，公安机关还将建立
举报奖励制度，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参与。全省公安机关严厉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行
动 24 小时举报电话：029-
86165954。

本报讯(记者和平)3月12
日至13日，省市场监管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智华带领检查组
深入西安市、宝鸡市就秦岭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和校园及
周边小餐饮开展专项检查。

检查组一行深入长安区、
凤县、太白县、眉县等地，对集
贸市场、农家乐经营户是否存
在经营、加工、制售秦岭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是否存在“野
味”广告宣传等情况进行认真

检查。
张智华指出，保护秦岭野

生动物资源是加强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落
实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深
入开展打击整治破坏秦岭野
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要加大捕猎工具清理力
度，逐镇逐村逐户清理收缴，
层层排查，全面清理；加大拒

食野味号召力度，强化市场监
督，增强全民保护秦岭野生
动物的意识；加大问题线索
排查力度，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要守土有责、担当尽责，把
排查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
要坚决抓好源头管控，坚决把

住流通环节，坚决依法严厉打
击破坏秦岭野生动物资源的
违法犯罪行为，打出声威、震
慑犯罪、取得实效，切实保护
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环境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

西安印发《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方案》

6月底前秦岭违建专项整治后续工作全面完成

省市场监管局：加大拒食野味号召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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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月15日从陕西省政法系统
助力“三大攻坚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去年以来，全省公安系统依法开展
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动，共立案侦
查非法集资类案件220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29人。

“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共侦办涉
黑犯罪组织44个，打掉涉恶犯罪集团
185个、涉恶犯罪团伙432个，刑拘犯罪
嫌疑人9099人。”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
记、秘书长黄超说，自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省政法机关以“零容忍”的态度，
依法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并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2018年检察机关突出打击扶贫、
涉农领域犯罪，批捕涉及扶贫资金、破
坏扶贫工作犯罪嫌疑人59人，起诉112
人。”黄超说，去年检察机关对操纵经营
黄赌毒、非法高利放贷、利用软暴力实
施犯罪的依法批准逮捕 549人，起诉
375人。

“去年，共侦办破坏生态环境类刑
事案件 83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43
人。”黄超介绍，2018年省公安厅联合省
级有关部门，组织西安、宝鸡等市开展秦
岭山区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共排查
矛盾纠纷6074起，摸排违章建筑1731
栋、非煤矿山493处。检察机关批捕非
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嫌疑人237人，起诉710人。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
检察长党广锁透露：今年检察机关将重
点办理一批涉及水源、空气、土地、林
木、矿产，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珍稀
动植物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刑事犯
罪案件。坚持刑事打击与环境修复并
重，让环境违法者必须为损害被侵害的
公益“买单”。此外，还将进一步探索

“补植复绿”等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
生态修复机制。

与此同时，持续开展秦岭生态环境
的保护专项活动，与省政府有关部门共
同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
活动，联合山西、河南检察机关共同开
展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等专
项监督。 本报记者石喻涵

全省共侦办
涉黑犯罪组织44个

本报讯（记者张维）3月15日，记
者从省扶贫办获悉，我省持续深化苏陕
扶贫协作，2018年，在苏陕两省的共同
推动下，对陕扶贫协作资金增至16.94
亿元，签订苏陕扶贫合作协议19个、项
目协议65个。截至目前，苏陕两省落
地项目累计达到1318个。

为扎实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确
保全省高质量完成56.5万人脱贫、29个
贫困县摘帽的目标任务，我省将进一步
完善大扶贫格局。按照要求，今年，我
省要继续压实省统筹、市县抓落实的责
任制。省级相关部门要主动联系，加强
衔接配合，推动项目策划对接、精准落
地落实，尤其是要巩固拓展营商环境集
中整治成果，落实优惠政策，吸引更多
江苏省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同
时要重视技能培训和协作，让更多的贫
困劳动力有一技之长。

继续做好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省级
“两联一包”和中国社会扶贫网推广运
用工作。根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
进一步统筹安排好各类帮扶资源，防止
出现“垒大户”“堆盆景”等问题。

我省持续深化
苏陕扶贫协作
落地项目达1318个

据新华社电 3月16日出版
的第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
传播格局》。

文章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
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
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
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
论支持。

文章指出，要深刻认识全媒
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宣传思
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
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
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
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文章指出，要全面把握媒
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要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
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打造
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
的新型主流媒体。要坚持移动

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
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
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
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
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
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
论引导能力。要形成资源集
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
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依法
加强新兴媒体管理。

文章强调，要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
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
格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
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
事。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

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
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
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
广、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
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
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
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
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
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
权。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
力和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增
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
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陕西开展专项行动

严打非法猎杀秦岭野生动物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