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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安市委、市政府关于办
好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加快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相关要求和
西安城投集团的统一部署安排，西
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响应，于2019年12月17日成
立了由党委书记、董事长担任组长
的项目建设运行保障领导小组，全
面协调落实全运会配套场馆设施
燃气管网建设及安全运行保障工

作。2020年春节前，已完成“三中
心”项目的计划工作量及港务南
路、广场南路配套管道工程前期准
备工作，做好了春节后的各项施工
安排。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启动后，按照西安市、港务区疫
情防控要求，对所有“十四运”在建
项目停工。作为西安市今年的重
点项目，各个单项本就面临工期

短、协调难等困难，加上过节返乡
的施工人员因所在地防疫要求不
同，无法按原计划返回复工，造成
了阶段性施工延误的紧迫局面。

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行政委员会针对

“十四运”项目工程建设实际及防
控形势变化，抢时间、争主动，围绕

“十四运”项目复工精准施策，早安
排早准备，一边积极联系项目区域

政府部门跟进相关疫情防控要求
及复工通知；一边协调掌握参建人
员居住地、接触史、身体状况等防
疫信息，组织返工体检隔离事项；
主动安排落实各项工程建设防疫
措施、方案和防疫物资准备工作，
稳步推进相关复工工作。

在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周
密部署和参建部门的通力合作下，
2020年2月底前，完成了各项目的
开复工准备，该公司施工人员、材
料、机具均已到位。 3月 2日，工
程公司组织了第一批施工人员进
场，按照疫情防控工作制度，项目
部向进场人员发放了消毒液、口
罩、体温枪等防控物资，对进场人

员进行了疫情防控安全技术交底，
要求各施工单位要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重中之重，做到不松懈、不
隐瞒、不逃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3月 7日前完成对港务南路、
新北路、广场南路配套燃气管网工
程项目的开复工工作，当时未开工
的建设项目，经积极联系相关建设
总包方进场事宜，目前已全面落
实。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在保证
疫情防控安全的条件下，他们积
极、有序地组织复工复产，精准施
策，扎实有力地推进和“十四运”重
点项目各项建设工作，千方百计确
保工程按期完工。首席记者赵丽莉

周密部署扎实推进 精准施策及时复工

秦华天然气“十四运”港务区中压燃气管道配套工程复工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港务区中压燃气管道配套工程是西安市2020年重点工程之一，工期紧，任

务重。2020年是“十四运”工程建设的关键节点，为保证工程按期通气，西安市政府及西安秦华天然
气有限公司都非常重视。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十四运”港务区中压燃气管道建设单位，积极响
应西安市政府的号召，在保证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条件下，积极组织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赵明文晨）3月
2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延
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陕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
法》。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榆林市节约用水条例》的
决定。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
议案。

胡和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

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
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
对举措，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防
止疫情输入北京，全面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推进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落实好分
级分类错时错峰开学要求，全力
做好“六稳”工作，扎实保障和改
善民生，夺取疫情防控和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双胜
利。要针对疫情暴露出的短板
不足，加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
助、应急物资保障等制度体系，
增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能力。

胡和平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青山保卫战，落
实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让
三秦大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
蓝。要扎实开展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突出公益导向、提升办案
质效、强化协同配合，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实现公益诉讼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
一。要加强延安革命旧址保护，
加快推进种业发展，确保各项工
作落地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
姜锋、朱静芝、郭青、梁宏贤、戴征社、
郭大为和秘书长韩水岐出席
会议。

副省长赵刚，省法院院长
李智，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春雷，省
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省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

本报讯（记者 赵明）3月
25日，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16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表决通过《陕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
决定》，14条“硬核”决定为疫情
防控穿上法治“防护衣”，布好
法治“隔离带”。

《决定》明确，进一步健全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省、市应
当建立传染病专科医院，县级
应当在综合医院设置符合要求
的传染病病区和传染病门诊。
新建、改建、扩建医院应当统筹
设置传染病病区，平时综合利
用、疫时救治专用。

疾病预防防控机构、医疗
机构等部门及其执行职务的人
员要依法履行传染病报告职
责，不得缓报、漏报、瞒报、
谎报。

把重大疫情联防联控纳入
村（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职
责，提升基层防控能力。

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
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
制，坚持中西医结合，支持一线
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

救治方案。
进一步健全重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完善

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做好应急
资金储备，在突发疫情等紧急
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
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就医
即时结算制度。

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
医保支付政策，将诊疗方案中
涉及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探索建立特殊
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
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
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
性条款。

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
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
比例。

重大疫情期间，打通互联
网医疗医保支付通道，及时满
足人民群众的正常就医用药
需求。

建设省级卫生应急物资战
略储备，做好市级卫生应急物
资储备，确保应急物资供应保
障高效安全可控。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疫情防控知识、健康理念的宣
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加强对孤寡老人、困难儿
童、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的人
文关怀。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
工作、生活、学习、旅游以及从
事其他活动的个人应当自觉遵
守卫生基本规范和所在区疫情
防控措施，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
习惯。

对在疫情防控和公共卫
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和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对主动积极参加疫情救治
的一线医护人员，在职称评定、
岗位晋升和聘用时优先。

对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人
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
予适当的津贴、补贴。

个人有隐瞒病史、重点
地区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
患者接触史和逃避隔离治
疗、医学观察等行为的，除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还
应当将其失信信息归集到信
用信息平台，依法采取联合
惩戒措施。

陕西为疫情防控穿上法治“防护衣”

隐瞒病史
将纳入失信管理

本报讯（记者赵明）3月25日，经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审查批准了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今年7月1日起正式
施行，秦岭范围内禁止房地产开发、开
山采石、新建高尔夫球场等。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明确，市、相关区县设立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

支持设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基
金会，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国（境）
内外资金用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支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事
业。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捐赠、
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活动。

同时明确，每年三月第三个星期
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

秦岭范围分为核心保护区、重点
保护区、一般保护区。秦岭范围外围
应当划定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市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提出建设控制地
带内开发建设活动的具体限制要求。

秦岭范围内禁止房地产开发；开
山采石；新建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扩
建经营性公墓；新建高尔夫球场；法
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秦岭山体坡底以上区域，除实施
能源、交通、水利、国防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外，还禁止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扩建、
异地重建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水电站；
新建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
度假山庄；削山造地、挖地造湖。

禁止在秦岭二十五度以上陡坡
地开垦种植农作物。鼓励在秦岭二
十五度以下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
还草。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明确，秦岭范围内的古镇古村应
当保持原有路网格局、街巷特色和
名称。

古镇古村内新建、改建、扩建建
筑物、构筑物和修缮具有代表性的古
民居、店铺等传统建筑，应当符合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村镇规划要
求，其体量、造型和色彩，应当体现古
镇古村的建筑风格和特色，并与周边
景观相协调。

市、相关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改善
古镇古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和居住环境。

同时要求，农家乐、民宿经营者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取得相关审
批手续。禁止在核心保护区和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
内开办农家乐、民宿，禁止占用耕地、
林地、河道、公路用地及公路建设控
制区开办农家乐、民宿。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7月1日施行

秦岭范围内
禁止房地产开发

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