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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毅伟）6月23
日上午，经过 312天的日夜奋战，
西延高铁任家台隧道顺利贯通，
这是西延高铁全线首座贯通的隧
道，为西延高铁隧道建设取得了
开门红。

西延高铁任家台隧道位于
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境内，全长
523.62 米，为黄土隧道，于 2021
年 8月 15日开工建设。该隧道
穿越黄土梁，北高南低，地势起
伏，地质情况均为Ⅴ级围岩，最
大埋深 80 米，且土质黏聚力较
小、自稳能力差，在隧道开挖过
程中,可能存在坍塌的情况，安
全风险高。

为确保隧道施工安全推进，
建设单位西成客专陕西公司组
织隧道专家多次到现场勘查地
质情况，针对黄土隧道特点研讨
制定施工技术方案，同时采用超
前钻探、地质雷达、瞬变电磁法
及 TSP等措施，做好超前地质预
报和隧道围岩监控量测工作，通
过数据分析不断优化施工方
案。为预防隧道变形和坍塌风
险，施工单位中铁三局西延高铁
项目部严格执行“先探测、管超
前、短进尺、弱扰动、强支护、勤
测量”的施工原则，采用机械配
合人工及时封闭开挖面，并利用
超前小导管、钢拱架等加强掌子

面土层强度。在全体参建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任家台隧道顺利
贯通。

西安至延安高速铁路是陕
北的首条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
网包（银）海高速铁路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规划的西渝高铁
共同形成南北大通道，是陕西省

“米”字形高铁网主骨架的重要
构成，是“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建
设项目。线路全长 299.8 公里，
建设标准为双线高速铁路，设计
速度 350公里/小时。

线路建成投入运营后，西安
至延安的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 2
个半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西延高铁全线首座隧道顺利贯通
建成后西安至延安1小时左右可达

6月23日一早，西安天气还算凉
快，体感舒适，很快，气温开始上升，
当日，又是一个高温天。不过，新一
轮降水就要来了……

西安市气象台23日16时发布重
要天气报告：受低涡和副高外围暖湿
气流共同影响，25日夜间至 26日西
安市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强降水时
段主要在 26日下午。其中，25日夜
间全市阴天有小到中雨，26日中到
大雨，西南部山区局地暴雨，降水期
间伴有雷暴和短时暴雨，阵风可达 6
级以上。本次过程累计降水量 20～
40毫米，局地可达50～70毫米。

省气象局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低涡和副高外
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25日至27日我
省自西向东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强
降水主要在25日夜间至26日夜间。

25日白天到夜间，预计陕北多
云转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方有大
雨，局地暴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
中雨，宝鸡西部、汉中西部大雨，关中
东部、陕南东部多云转小到中雨。25
日降水开始时段对流性较强，宝鸡、
咸阳、汉中部分地方伴有短时暴雨和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
强30～6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

26日白天至夜间，预计陕北有
小到中雨，延安部分地方有大雨，东
部局地暴雨，关中中到大雨，其中秦
岭山区局地暴雨，陕南大部有大雨，
汉中南部、安康部分地方、商洛东部
有暴雨，安康南部局地大暴雨。26

日陕南及秦巴山区伴有短时暴雨和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
强30～6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

27日白天至夜间，陕北东部、关
中部分、陕南南部小雨转多云，其余
地区多云。

本次过程累计降水量榆林西部
10～30毫米，延安20～40毫米，局地
可达30～50毫米；关中20～50毫米，
陕南 35～80 毫米，局地可达 100～
150毫米。

25日至 27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公路、铁路的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和
积水阻断风险较高，特别是 26日秦
岭山区西段局地、汉中北部及东南
部、安康部分地方、商洛南部有暴雨，
安康南部局地大暴雨，过程期间伴有
较强的短时强降水，易发生旱涝急
转，需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公
路铁路沿线边坡塌方、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受降水过程影响，25日至 27日
全省大部分景区气象风险等级较
高。其中，25日夜间至26日夜间，关
中、陕南地区降雨强度较大，建议相
关地区的公众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
报预警，减少或避免出游，景区需根
据降雨情况调整运营项目，必要时关
闭和停运相关设备。27日虽然降水
减弱，但是受前期强降水影响，道路
泥泞湿滑，容易滑倒摔伤，并且遇到
山体滑坡、洪水、泥石流的几率也比
较大，建议游客减少进山游玩。

本报记者 陶颖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按照
全市统一安排，为全面排查疫情
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6月 24日，西安开
展新一轮全域大规模核酸筛查
工作。

筛查范围：所有人员（包括
在辖区生活、工作、学习、旅游人

员等）。
注意事项：所有人员须按照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原则，做
到应检尽检。采样期间，请您主
动出示“陕西一码通”或身份证件
等有效身份证明，做好个人防护，
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1米以
上间隔，不交谈，不聚集。

核酸筛查期间将停止疫苗接
种工作。48小时内接种过新冠疫
苗的人员，不得参加本轮核酸筛
查工作。

凡是违反有关规定，不参加、
不配合或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公安
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未来三日

我省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今日西安全域
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

为保护好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开
采矿产资源，西乡县委、县政府决定对
北部矿区资源进行整治整合，该县自
然资源局牵头制定了“以整治促整合”
的方案，采取停产整治、生态修复、资
源整合“三步走”的方法，推进北部花
岗岩资源整合，取得了显著成效。截
至目前，该县北部花岗岩矿区采矿权
全部出让，采矿权出让收益共计
17106万元，标志着西乡县北部花岗
岩矿产资源开发在规模化、集约化、综
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方向明确，矿区整合工作组织有
力有序。2017年县政府办公室印发
《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区资源整治整
合方案》，正式启动北部花岗岩矿区资
源整治整合工作；2019年县委办公
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西乡县北部花
岗岩矿区资源整治整合实施细则》，从

指导思想、整合任务、整合方式、工作
步骤、整治整合问题处理意见、组织机
构、保障措施等方面就进一步强化整
治整合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该县
自然资源局严格执行国家生态环保、
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
职，扎实推进北部花岗岩矿区资源整
治有序实施。

整治有力，矿区停产整治坚决彻
底。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部署，
扎实推进，采取有效措施，对年产不足
10万吨的矿山企业进行关闭；对涉及
整治整合的26家采矿企业明确规定
治理恢复不到位将取消企业的整合
资格、吊销矿权，整合未到位前，所有
企业一律不得复工。同时，加强矿山
日常执法检查，对发现擅自以治理整
治为由进行矿产资源开采及拉运矿
产品的行为依法查处。

修复生态，矿区环境显著恢复。
按照《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区资源整
治整合方案》的安排，开展了矿山地质
环境详细调查、“绿肺”“绿盾”“清零”
等专项行动，在省市组织的一系列环
保督查问题整改检查中，西乡县北部
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效得到一
致好评。

步伐坚定，矿权整合取得突破。按
照《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区资源整治整
合实施细则》的安排，自然资源局委托
有资质机构编制《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
资源整合区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报告》，
组织专家对资源整合区花岗岩资源进
行评审，并按规定在汉中市自然资源局
进行了备案。据悉，2020年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的评估机构完成整合后拟设立
的5个花岗岩采矿权出让收益、北部矿
区原26家花岗岩采矿权退出、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矿山资产及相关联的石材加
工厂资产的评估；2021年依据评估报告
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制了采矿权挂
牌出让方案。截至目前，5个整合矿区
花岗岩采矿权挂牌成功，4个矿区已办
理了采矿许可证。

谋划积极，矿产开采加工管理思
路清晰。在北部花岗岩矿区5个采矿
权挂牌成功后，该县自然资源局主动
协调矿权摘牌企业与原矿山企业进

行谈判和协商，积极配合整合后企业
办理相关手续。同时，更加重视矿产
开采加工的规范管理和长效发展，在
争取列入国家EOD模式生态保护开
发利用北部矿产资源、县石材工业园
区二期建设规划等方面都进行了前
期谋划和推进，为西乡县保护好生态
环境的同时，有效利用北部矿产资源，
快速提升县域工业经济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李涛 陈立英

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区整合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西乡县北部花岗岩矿区整合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我……”伴随着时而婉转悠扬、时
而慷慨激昂的歌曲，勉县自然资
源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庆“七一”暨“6·25”全国土地日文
艺汇演拉开帷幕。勉县自然资源
局党组书记、局长致辞，向全系统
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共同缅怀党
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讴歌党
的辉煌成就，深情表达对党的热
爱之情，诚挚的展现自然资源人
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整场汇演歌舞交融，高潮迭
起，歌曲《领航》以磅礴的气势、

高亢的情感表达出对党和国家深
切的热爱和衷心祝愿，配乐诗朗
诵和演讲体现了青年干部歌颂祖
国的拳拳情意，彰显了勉县自然
资源人坚决贯彻落实“4111”和

“11366”战略部署、建设“三个勉
县”的恒心和决心。民族舞《万
疆》抒发了惟愿国泰民安、山河
无恙的美好憧憬，串烧舞蹈《摩
登时代》以跳跃的音符、动感的
舞姿为大家提神打气，展现了新
时代自然资源干部的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奋进新时代 青春正
当时》表达了百年风华正茂，归
来仍是少年的雄心壮志，现场掌

声、欢呼声、喝彩声响成一片。
演讲诵读着爱国的情怀，舞

步旋转着生活的欢乐，歌声吟
唱着奋进的步伐，勉县自然资
源局干部职工用自己的方式表
达着对党的深情祝福和由衷赞
美，以及对自然资源事业深深
的热爱。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新 征 程 鞭 策 新 作 为 ，在“ 十 四
五”关键之年，自然资源“铁军”
们将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敢于
担当的作为，克难攻坚、锐意进
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优
异的成绩向党汇报。

王瑜 刘琪

勉县自然资源局
庆“七一”暨“6·25”全国土地日文艺汇演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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