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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公告 ]

（上接1版）

搭建平台耀商山

老干部工作琐碎繁杂，胡燕梅的秘诀是走访慰问解疙
瘩，牵头搭台常联谊，让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她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精心设计打造“皓耀商
山”品牌载体，搭建老干部发挥余热的平台，让老干部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正能量。每年召开老干部局与老年社会组织联
席会议，听取老干部的意见建议；组织老干部赴外省市参观
学习，开展美丽乡村、“四城联创”等市内参观活动 30 多次，
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商洛提出 60 多条合
理化建议；实施“十百千”工程，成立老干部农林业、健康卫生
专家等 10 支志愿者服务队，将 100 名老同志纳入“银发人
才”库，招募 1200 名老干部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政策宣传、
技术指导、扶贫济困、法律援助等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加油

鼓劲。在疫情防控中编撰《健康基本知识》，组织老干部创编
顺口溜、快板、短视频等作品；在改革开放 40周年、建国 70周
年和建党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举办征文、书画摄影展、
文艺晚会等活动 80 多场次。打造“银龄乐园”品牌，全市老
年大学由 2 所增加至 8 所，学员由 1000 多人增加到万余人，
老年活动团队由 30 个增加到 160 多个。打造“互联网＋老
干部工作”品牌，胡燕梅上门到各单位、公园、广场，宣传推介
中组部“离退休干部工作”微信公众号和“三秦夕阳红”APP，
扩大了老干部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党建引领铸品牌

新形势下如何破解老干部工作难题，不仅体现着管理
者的工作能力，更体现着品行担当。胡燕梅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全力打造“金秋先锋”老干部党建品牌、“银领服务”老
干部精准服务品牌、“皓耀商山”老干部发挥作用品牌、“银

龄乐园”阵地建设品牌、“互联网+老干部工作”信息化品
牌、“情暖夕阳，服务发展”机关建设六大品牌，受到省委老
干部局和商洛市委的充分肯定。通过健全基层组织、开展
主题活动、培树先进典型，探索创新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依
托本单位建”“依托老干部局建”“依托社区建”“依托老年社
会组织建”“单独建”“联合建”六种创建方式，在商洛市成立
离退休干部党（工）委 5 个、党支部 217 个，在老年社会组织
和老年大学建立临时党支部 23 个，建立老党员驿站 8 个，

“老党员之家”35 家，落实党支部工作经费和党支部书记补
贴，开展创建五好党支部、五好老党员、五好老干部“三个五
好”党建主题活动，33 个党支部、52 名五好老干部和五好老
党员受到表彰，38 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被市委机关工委评
为四星级以上党支部，“情暖夕阳，服务发展”品牌被评为优
秀党建品牌。连续 10 年举办离退休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开展各类宣讲千余场次，邀请专家解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采取送学上门、研讨交流、现场参
观等方式，引导离退休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庆祝建国 70 周年
时，商洛老干部局拍摄的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刷屏微
信圈，点击量达 32 万人次，并被推上《学习强国》；在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中，14 名老同志组成的老干部党
史宣讲团，巡回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开展党史宣讲

“四进”活动 140 多场次。组织商洛革命斗争史图片展，
参观人数 3 万多人。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商
洛市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文艺晚会，抒发爱党
情怀，汇聚起助力商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行得春风百花开。胡燕梅怀着满腔热忱，10 年倾情奉
献，使商洛老干部工作风生水起。2 名离退休干部被中组部
老干部局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商南县离退休党工委被陕西省
委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9 个涉老单位被评为省级先进
集体；16 名老干部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市委老干部局连续

三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包村扶贫工作先进单位”，2020 年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

春生冬至时，奉老开新篇。12 月 21 日全国老干部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适逢传统的冬至节，获悉自己
荣获全国先进老干部工作者后，胡燕梅倍感温暖，她开心地
表示,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是全市老干部工作者群体的，干
好老干部工作，就如同给父母尽孝。自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精神，用心用情提供精准服务，激活发光发热的星
星之火。即使千般辛苦，总觉乐在其中，甘愿为老干部工作
付出奉献一辈子。

到市委老干局包扶的丹凤县竹到市委老干局包扶的丹凤县竹
林关镇中厂村为贫困群众送鸡苗林关镇中厂村为贫困群众送鸡苗

向老党员颁发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光荣在党5050年年””纪念章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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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商洛市镇安县永乐街办庙坡
村 5 组，10 月 26 日在村民黄
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副镇长胡
某用大型挖掘机挖掉了该村
民位于庙坡村东南方向大概
2公里耕地里的核桃树

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大磨沟
脑村，博隆公司矿山开采对
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洗砂
废水污染了水源、爆破损坏
了村民房屋、大面积开采破
坏了植被，还占用了村民的
林木和土地

商洛市商州区黄沙桥北侧高
层楼下，唱歌跳广场舞噪音大

商洛市柞水县荣禾集团在柞
水县营盘镇安沟建设安琪儿
小镇，从 2018 年至今从未间
断，该集团大肆破坏秦岭生态
植被，破坏面积触目惊心（卫
星地图可查）。国家主席来视
察时，为了遮人耳目，用假绿
植覆盖蒙混过关。多次向有
关部门反映，一直无人处理，
希望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涉及区县

镇安县

柞水县

商州区

柞水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黄某在永乐街办庙坡村五组上树坪无确权的土地和林地，此处为刘某（系黄某丈夫之弟）0.6 亩荒坡、夏某确权承包土地 1.2
亩。反映的核桃树有 30 多棵（胸径 5 厘米左右、高度 1.5 米至 2 米），为 2018 年黄某未经夏某同意私自栽种。2021 年 8 月至 9 月间，
镇安县持续强降雨造成永乐街道办事处庙坡村五组龙潭子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直接威胁下方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安
全，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经县政府研究，由永乐街道办事处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和县应急局指导，企业具体实施，修通排险应急便
道。永乐街道办事处将此项工作交由庙坡村包片领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某负责组织实施，按照应急排险方案，部分应急便道需
要占用夏某、刘某地块。施工前，镇村干部组织相关当事人召开占用土地赔偿协调会议，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土地实际承包人
夏某参加会议且无异议）；施工后，庙坡村五组滑坡体及便道占地补偿款已发放到位。

经查，“博隆公司”实为：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五组（大西沟），该公司名下无矿业权，系陕西大
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外协施工单位，铁矿开采区域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五组，破碎车间在陕西大西沟铁矿露采许可证范围内。
该公司开采采取露天深孔松动爆破技术，采用湿法作业，用水量小，不产生矿山废水。大磨沟内有一条矿山运输道路约 3公里，村民
集中区路段约 1公里处已硬化，公司配备有洒水车定期对运输道路洒水降尘，安排专人清扫路面，2021年 9月由于运输路线改变，运
输道路已弃用，现无运输车辆通行。大磨沟脑未发现洗砂生产线，在大磨沟支沟长沟脑建有制砂生产线，系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在陕西大西沟矿业公司原破碎线基础上架设的制砂设备，将开采过程中剥离的废石加工成机制砂。该生产线配备了废水循
环利用系统，生产过程中废水循环利用，在生产线下游修建有雨水收集池 1 个，收集山浸水及雨水用于补充生产用水。制砂生产线
厂区已硬化，配备有洒水车辆，及时对厂区进行清扫、洒水降尘。经走访调查，大磨沟区域群众供水方式为分散式供水，共有 5 处分
散供水工程，其中 4 处供水工程水源地都位于矿山（制砂生产线）对面的小山沟，1 处供水水源地（位于大磨沟最上面 3 户人家附近）
位于矿山采区下方，目前矿山采区下方的水源已停用，在用的 4 处水源上游均未发现污染源和生产废水排放，柞水县水利局委托柞
水县饮水安全水质检测处进行检测，结果均符合饮水标准。小岭镇罗庄社区大磨沟(原新华村)处于大西沟露天开采铁矿山下，共有
13处房屋，主要是砖混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距爆破作业施工区域村民住房最近处 767米，符合《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爆
破安全允许距离 300米的规定。为消除群众顾虑，核查组对周边居民房子进行核查鉴定，经鉴定 13户中：A 级 1户，B级 10户，C级 2
户(其他地方有安全住房），县住建部门出具了安全住房鉴定。经县林业局调查，该公司在开采中采伐林木、占用群众林地，均办理有
审批手续，均在批准范围内采伐。通过对周围群众随机走访，反映该公司对占用林地、采伐林木全部进行了补偿。

经查，商州区黄沙桥北侧高层楼下有一小广场，该处高层开发商为商洛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前楼为商洛市农业局办公楼，
后楼为高层住宅，均未交房，办公楼及高层住宅暂无人居住使用。2021 年 12 月 15 日，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驻区城管局警察中队
民警在城区开展常态化噪声扰民巡查时，发现该处存在广场舞噪声扰民情况后，现场对聚集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予以劝回，同时
告知在跳广场舞期间要按照《商州区关于规范中心城区广场舞活动的通告》要求进行活动，不得噪声扰民。2021年 12月 16日晚，对
该广场检查发现，当晚无人唱歌及跳广场舞噪声扰民现象。

经查，“商洛市柞水县荣禾集团”实为：陕西荣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安琪儿小镇项目”为“云山湖森林康养度假区项目”（2017年 3月
27日，柞水县发展改革局对安琪儿小镇项目进行了备案，地点位于柞水县营盘镇营镇社区安沟内。）2018年 6月，营盘镇政府动工建
设营盘镇营镇社区安沟新村安置点，为云山湖森林康养度假区项目的移民搬迁安置，营盘镇营镇社区安沟新村村民安置点项目在建
设过程中剥离、平整集体林地 3.4128 公顷（51.192 亩），已建成安置房 211 套，外装修及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工。云山湖森林康养度
假区项目处于初期阶段，正在进行土地平整等前期准备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卫星图片显示，以及叠加柞水县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 2019 年度更新数据库，现场核查所占施工林地均在批准范围内。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剥离的表土堆放点及裸露的地表采用
绿色防尘网进行抑尘，对安置点四周开挖的山体、边坡修建了护坡挡墙，利用网格袋植土点播草籽复绿，护坡平台已栽植爬山虎等植
被，群众将所采用的抑尘网、网格袋误认为是为了遮人耳目，用假绿植覆盖蒙混过关。2021 年 8 月、9 月，有群众两次对此问题向生
态环境部进行了举报，柞水县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2021 年 9 月 25 日，柞水县政府分别向省
生态环境厅和生态环境部自然保护生态司上报《关于群众向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反映柞水县安琪儿小镇项目有关问题核查
情况的报告》（柞政函〔2021〕141号、柞政函〔2021〕142号）。2021年 8月 30日、10月 3日至 4日，生态环境部西北督察局相继派员对
群众举报问题进行核查。

是否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2021 年 12 月 18 日，调查组
将上述情况当面反馈黄某
本人，协调处理黄某、刘某、
夏某 3 人的土地、林地权属
问题，信访当事人黄某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现场签订
了《调解协议书》和《息诉罢
访承诺书》。

一是相关部门将柞水县博
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纳入
了重点监管企业进行监管，
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加大执
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二是加大水质监
测频次，发现水质异常，及
时调整水源，保障群众饮水
安全；三是小岭镇党委和政
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及属地管理原则，进一
步落实环境网格化监管职
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
题及时报告，及时制止。

要加强日常巡查。2021 年
12 月 18 日，商洛市公安局
商州分局对负责城区噪音
扰民巡查整治的商洛市公
安局商州分局驻区城管局
警察中队队长进行约谈。

一是相关部门加强日常巡
查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二是柞水县营盘镇党委和
政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及属地管理原则，进
一步落实环境网格化监管
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报告，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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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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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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件，目前已办结41件，现将第十批4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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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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