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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公告]

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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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商 洛 市 洛 南 县 四 皓 路 口 ，中 田 永 恒
热 力 供 热 有 限 公 司 烟 囱 冒 黑 烟 ，污
染环境。

河南到青海高压线经过商洛市山阳县
板岩镇王家村前沟组时，建设高压线
的人在王某的林地里砍了 80多棵树。

大西沟铁矿在柞水县小岭镇新华村大
西沟露天开采陨铁矿，最近四五年未
经过萃烧直接将矿石当石头出售。露
天开采放炮声特别大，震裂了周边居
民的房子。拉矿车多，经过新小路时
扬尘很大。采矿过程中用完部分社川
河的水后又回流到该河里，污染河水。

丹凤县兴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丹凤
县江河砂石资源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
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给丹江河
道清淤为由，大肆在河道 24 小时无间
断的开采砂石，共非法开采砂石近 60
万立方米。兴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违
规占用丹江河道商镇段，用于堆放开采
出的砂石。该公司违法占用、毁坏9.72
亩基本农田，22.64 亩湿地保护区和
21.59 亩耕地，并且将加工砂石产生的
废水直排入丹江河，对环境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

涉及区县

洛南县

山阳县

柞水县

丹凤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商洛市洛南县四皓路口，中田永恒热力供热有限公司”实为：洛南县中田永恒供热有限公司，位于洛南县
四皓街道办事处抚龙湾社区，2016年 6月 7日成立，是洛南县集中供热项目的投资主体。该公司一期工程占地约
12.8 亩，建设有 29MW 高效煤粉热水锅炉 2 台、换热站 4 座及配套建设供热管网，按环评“三同时”要求配套建设
袋式除尘器、脱硫塔、SNCR-低氮燃烧脱硝等环保设施，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省、市在线平台联网。该公司二
期工程正在建设中。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热力车间运行正常，烟囱排放口烟气呈白色，无刺激性气味，运行资料
显示：2021 年 11 月 14 日晚 12 时正式点火启动冬季供暖以来，公司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经调取 2021 年 11 月
15 日 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 24 时在线监测数据，显示烟囱排放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小时值均达
标，未出现超标报警现象，期间因设备故障共有 8 次短时间在线数据缺失情况，该公司均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洛
南县分局报备。

经查，“河南到青海高压线”实为：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批准建设，该工程 2020 年 1 月开始建设，2020 年 8 月建成使用，途经山阳县板岩镇王家村前沟组。2019
年 1 月 11 日，山阳县政府制定了《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程建设(山阳段)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
案》(山政办发〔2019〕4 号)，确定了该工程山阳段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项目建设占用林地涉及山阳县 6镇 29村，均
按照文件要求标准进行统一补偿。2019年 3月，该项目开始在板岩镇王家村征地，在王某林地上清点树木时，项
目施工方、王家村村委会干部及王某本人均在现场参与树木清点工作，共清点王某林地树木 87棵（杂树 69棵、刺
柏 18 棵）。按照补偿标准核算，杂树补偿 5750 元，刺柏补偿 2645 元，合计共补偿 8395 元，但王某本人对补偿标
准不满意，拒绝提供个人银行卡账户，导致补偿款无法正常兑付。2020 年 12月，该项目（山阳段）施工结束，因王
某拒绝沟通，项目施工方与板岩镇王家村村委会沟通协调后，在离场前将王某树木补偿款 8395 元汇入板岩镇王
家村村委会账户，由村委会代为向王某兑付。2020 年 12 月至今，王家村村委会多次与王某沟通，告知其尽快领
取树木补偿款，但王某拒不领取。

经查，“大西沟铁矿”实为：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该公司共有焙烧车间 2个（一
焙烧、二焙烧），选矿车间 3 个（第一选矿车间、第二选矿车间、第三选矿车间）。2021 年 6 月 23 日，柞水县自然资
源局要求该公司建立砂石骨料监测机制，严禁资源浪费现象发生。现场核查时，该公司第一选矿车间正在进行
年度检修和场区环境整治提升，一焙烧、二焙烧、第二选矿车间和第三选矿车间均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生产污
水乱排、道路扬尘等问题。经走访周围群众，反映在前期矿山开采时对运输车辆进行了覆盖，定期清扫道路并洒
水降尘，但洒水频次偶有不足，爆破作业时声音较大，个别房屋有开裂现象。现场走访调查过程中，有部分群众
反映个别户玻璃有破损、房屋内部有裂痕现象。该公司矿山周边共有农户 185户，农房主要是砖混结构和土木结
构，最近居民住房距爆破作业施工区域 543 米，满足《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爆破安全允许距离 300 米
的规定。2021年 12月 15日，柞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各户的房屋安全情况进行监测，并出具了安全住房认定
表，均为安全住房。柞水县应急管理局已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房屋内部裂痕是否由矿山爆破引起的进行技术鉴
定，目前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经查，“丹凤县兴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属丹凤县私营企业；“丹凤县江河砂石资源有限公司”实为：丹凤县江河砂
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 8月由县政府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全县河道砂石资源的开采加工
与销售。经丹凤县水利局批准，丹凤县江河砂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3日至 12月 19日、2020
年 4月 4日至 2020年 6月 18日对丹江流域商山桥河段约 500米河道，资峪河口段约 500米河段、东河口段约 900
米河道清理治理，两次共清理泥砂约 20 万立方米，堆放于其劳务公司（丹凤县宏昇鼎盛工贸有限公司）自行租赁
的商镇老君社区老君河口西侧土地内，与兴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无关。该堆砂点不属于湿地保护区，未占用河
道。该处河段无排污管道和排污口，无废水直排河道，未发现任何生产设备及生产建设活动，未发现影响丹江水
质问题。2021 年 7 月底，丹凤县宏昇鼎盛工贸有限公司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清理外运泥砂约 7 万立方米，加工
销售约 3 万立方米，恢复基本农田达到耕种条件，对占用自然保留地和生态环境控制区堆放的约 10 万立方米砂
石就地复平，保留河边沙堤，地面覆土，撒种草籽，恢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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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一是加强日常环境监管，督促、指导洛
南县中田永恒供热有限公司落实落细
各项环保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是加强行业监管，确保各项环保设施
正常运行；三是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属地管理责任要
求，进一步加强环境网格化监管，强化
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积极主动宣传好补偿政策，做好王某思
想工作，争取补偿款早日放发当事人。

一是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督促企业
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开采矿产品；
二是强化安全巡查频次，加快推进引起
房屋开裂原因技术鉴定的进度；三是加
强企业监管力度，强化检查巡查，督促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四是监督该公司加
强道路运输规范管理，加大道路清扫频
次，及时洒水降尘；同时制定搬迁计划，
对矿区周边群众实施有序搬迁。2021
年 12 月 15 日，柞水县政府对陕西大西
沟矿业有限公司分管副总经理进行约
谈；柞水县小岭镇纪委对小岭镇农牧综
合服务中心 1 名干部进行约谈提醒；陕
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对该公司道路
养护队队长进行了约谈。

一是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二是严格
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对已经恢复的基本
农田正常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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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年12月4日—2022年1月4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截至2021年12月21日16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90件，目前已办结31件，现将第八批4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张顺时先生的文集《情洒商山》行将
付印，托我作序，受宠若惊。老先生长我
三十余岁，无论年龄、资历，还是学识、德
行，都堪为师长，深觉由我作序实在不妥，
只是先生一再嘱托，便应承下来，内心惴
惴，思忖良久，方才下笔。

顺时先生是老革命，是我的老领导。
他曾先后在五县担任县上领导，调回地区
后，先后在地区畜牧局、多经办、农办任领
导，后任地区经济开发办主任兼行署驻京
办事组组长。他一生向党，致力于商洛的
扶贫事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
心，对扶贫事业一丝不苟，先后数载奔波于
京商两地，为商洛脱贫攻坚架桥修路。离休
后，不忘党恩，仍孜孜不倦关心和支持商洛
发展，担任地区扶贫基金会会长，从事社会
扶贫事业十年，真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
正如他在《永葆初心不褪色 矢志不渝做奉
献》一文中写道：“在我一生中，受党的教育、
哺育多，但是我做得还不够，我要报党恩、勤
学习、跟党走，永远做一名合乎誓言承诺，合
乎党员标准的共产党员。”“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便是对先生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一生的最好诠释。

《情洒商山》是一部凝聚智慧和情感的心
血之作，文集前后共三部分，以学习党史为引
领并贯穿始终，中间部分以怀念、悼念国家领

导人和红军将领为主，最后一部分是同老红军、全国改革先锋受奖者何载
老先生之间的书信。负责任地讲，顺时先生《情洒商山》文集中所收录的
笔记、散文、诗赋、日记、信件等等，沁润心血，字字珠玉，句句有温情，篇篇
生意趣，不仅忠实记录有温度的人生经历，更是饱含对家乡的热爱、对人
生的感悟。纵观整本书，是老而弥坚的生命之诗，纯粹朴素的人生醇酒，
从容淡然的生活之歌。很多人终其一生，或能力不济，或身体不允，或世
情阻碍，或圉于生活，不曾留下只言片语，顺时先生则无所桎梏，写作能力
自不必说，而先生虽已是鲐背之年，但仍是手脑灵活，想必顺时先生定不肯
轻易言老，只要一息尚存，便会学习不止、奋斗不止、努力不止。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90 岁高龄的老先生，至
今依然潜心向学，笔耕不辍，是我们这些后辈的楷模，尤其读到那些浸润
人心的文字以及背后的哲思，更让人油然生出崇敬之情。

借作序之机，祝愿顺时老先生身体健康，松鹤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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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安 自 古 以 来 都 是“ 人 杰 地
灵”。“地灵”，已被写得琳琅满目了，
好山好水好物好民俗好地方已被大
家宣传得声名远播。然而“人杰”这
方面的宣传，尤其挖掘历史“人杰”
资源就是“短腿”了，难道镇安这块
贫瘠的热土，历史上就没有自己的

“人杰”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晏安澜就是镇安“人杰”的代表。

晏安澜是一位从镇安大山皱
褶中走出去的杰出历史人物，虽在
家乡有着零散的、片段式的轶事或
传说，但终未成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的、血肉丰满的“晏安澜”，零散
片段式的传说，甚至以讹传讹被
蒙上许多宗教迷信的色彩，让晏
安澜不完全被人所知所识，甚至
黯然失色。令人欣喜的是，一部
镇安“人杰”的传记，一部较高质
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摆在人们的案
头，让这位接近尘封的本土历史
人物，栩栩如生地走进我们的视
野。他的身影还是那么的鲜活，
他的品质至今仍令人高山仰止，
他的灵魂让如今为人为官者的
心灵得到再一次拷问和洗涤。
我是用两个整天的时间，一气读
完了吴相阳的这部近 26 万字的

《晏安澜传》，掩卷不禁拍案叫好。可
以这样说，《晏安澜传》填补了镇安

“人杰”宣传的空白，做了一件“善莫
大焉”的好事！

让一位早已躺入历史档案，或
被家乡断断续续碎片化传说，甚至
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回归原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位人物虽
然生于镇安长于镇安，但他的官宦
仕途经历，他不同凡响的业绩政绩，
他大半辈子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却
在外地、在庙堂，却在风雨飘摇腐朽
没落的晚清年代，这就更加增添了
写作的难度。作者必须去了解人物
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社会背景，只有
这样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史观写
好这个人物。

这方面，吴相阳下的功夫可能不
亚于对晏安澜本身的了解。他在书的
后记里揭示了自己这样的写作经历：

“幸好书籍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我或借
或买，读了《清史稿》《甲午战争史》这
一类的史志书籍，读了《慈禧大传》《翁
同龢传》《李鸿章传》这一类人物传记，
使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项事业
有了一定的了解，下笔才不至于茫然
无措。”正因为吴相阳这方面功夫下得
深，在全书中始终都能准确地、恰当地

把握住晏安澜与整个社会背景的关
系，包括与家庭的关系、与同仁以及上
下级的关系。我们在书中看到，他的
祖父、父母勤劳善良济贫的美德，老
师的教诲以及儒家学说对他一生的
影响，铸就了他正直高尚的品质；他
所遇到的唯才是举的老师，任人唯贤
的上司伯乐，才能让一个穷乡僻壤农
民的儿子走出秦岭，脱颖而出步入庙
堂，并一路行稳致远；一些背景则反
衬了他，譬如清末乱世，朝廷软弱无
能，官员普遍腐败贪婪，反衬出他始
终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彰显了
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体恤百姓为民请
命的壮举、疾恶如仇治贪无畏的勇
气。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一个
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晏安澜，烘托
出出类拔萃、灵魂高洁的人杰形象，
相信读过该书的人，无不为晏安澜的
人品官品所感染所钦佩。

写好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难点
是如何处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真实
与演义的关系。有的传记史料真实，
文笔却干涩而乏生动，没半点文学
性，读来如同嚼蜡。有的胡编乱造，
虽然生动有趣，却少了真实性。这本
书对此处理得较好。作者可能从司
马迁《史记》中汲取了营养，在忠于历

史、忠于事实的基础上，铺开笔墨，用
文学之笔调，生动、简明、有趣地写
来，使其成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传记，
读来不干瘪乏味，尤其一些人物细节
的描写，不乏有大胆演义的成分，但
符合人物内在逻辑和性格特征以及
当时背景，既生动传神，又真实可信，
让晏安澜跃然纸上，鲜活丰满，可亲
可敬。可以看出，作者写晏安澜的动
机来自对家乡这位“人杰”品质的钦
佩与感动，所以写作不是强迫的，而
是主动的，是有感而发的，其笔墨总
是饱含深情的。

在叙述中，作者不时地加入自
己对时局的分析评判，极有利于对
晏安澜内心世界的挖掘。另外，在
章节的处理上也恰到好处，借用长
篇小说的写法，章章相连，环环相
扣，一个时期为一章，一章中有相对
独立的小故事，章节之间，小节之
间，保持一定的衔接，使之浑然一
体。包括简明的标题，都是动了一
番脑筋的。总之，作者调动不同的
艺术手段，让家乡这位百年前的“人
杰”走出历史时空的隧道，以高尚灵
魂的光亮去照射今人心灵，为当今
如何做人、怎样为官提供了一部生
动教材，这真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

一部令人拍案叫好的镇安一部令人拍案叫好的镇安““人杰人杰””传记传记
——读吴相阳《晏安澜传》有感

姚元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