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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保护古村 留住乡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梁相斌、孔祥鑫、侠克)金
秋十月，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街道星河苑社区北侧的嘉
囿城市休闲公园内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月季花、波斯菊等十
余种花卉遍布园中，花团锦簇，槐树、柳树、杨树、白蜡树及各
种乔灌木等绿植郁郁葱葱，格外雅致。这个于今年国庆节前夕
落成的公园，被附近社区居民骄傲地称作城市“森林”。

记者在公园中看到，老人们在悠闲踱步，孩子们在一旁嬉
戏。新落成的乒乓球场、篮球场吸引了附近居民来此健身。这
其中，有两位手持相机的七旬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捕捉
着公园中一幕幕温馨的画面。一年来，他们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了这里的华丽转身。

“星河苑社区北侧最早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和
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原本就垃圾遍地。”星河苑社区党委书记
董志钢说，久而久之，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处深沟又形成了一个
垃圾场，更多的人在此偷偷扔放、丢弃各类废品和垃圾。遇到
大风天，塑料袋、纸片等漫天飞舞，造成很大的火灾隐患。

看到生活环境愈发脏乱，长期生活在星河苑社区的张绍
尧老人既伤心失落，也期待着这里的蜕变。去年，退休后喜欢
上摄影的张绍尧曾登上社区附近一条主路的过街天桥，对着
集贸市场和垃圾场拍下了关于这里的第一张照片。

“我退休前从事设计工作，总喜欢前后对比，习惯留些历
史资料。”张绍尧说，“我相信社区环境一定会好起来。”

今年，张绍尧的期待变成了现实。在北京市持续开展的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建设休闲绿地，增加口袋公
园，已经成为增强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内容。根据规划，星河
苑社区北侧区域建设嘉囿城市休闲公园。

5 月 8 日，公园正式开工。住在工地对面居民楼中的姜锡
山老人看到了工地挖的第一锹土。“有 8 台推土机和几台工程
车同时开始在这片荒地施工作业。看到这一场景，一个念头涌
上心头：我要像拍纪录片一样，用照片记录下公园‘成长’全过
程。”姜锡山说。

从此，姜锡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窗户，从
阳台拍下公园施工的照片。

从高低起伏的土坡到郁郁葱葱的绿地，从集贸市场拆除
中堆满碎砖乱瓦到公园完工落成后绿树成荫……在姜锡山的
照片库里，记者看到公园一天天的变化。

除了记录工地的进展，姜锡山在拍摄中还关注着不知疲
倦的建设者：他们在深夜修筑花坛，顶风冒雨忘我植树，顶着
炎炎烈日浇筑场地……

“这真是一项‘亲民惠民工程’，我是越拍心里越高兴！”姜
锡山说。公园落成后，姜锡山从自己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中选取
了 120 多张，用幻灯片精心制作了一个照片集，取名为《嘉囿
城市休闲公园是怎样炼成的》。

随着公园试运营，张绍尧也进行着自己的创作。除了站在
过街天桥上拍摄了一张公园全貌，在他的嘉囿公园前世今生

的照片集中，记者既看到了曾经集贸市场中的小饭馆、小超市
和小菜摊，也看到了如今公园中的自动售货机、健身器和戏曲
文化中心小剧场。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更因为做了同一件有着特殊意义
的事情，姜锡山和张绍尧成了好朋友。他们把照片集无私贡献
给了社区，并分享给社区群众、公园建设方和朋友们。

“他们俩为嘉囿城市休闲公园拍的‘纪录片’，成为记录星
河苑社区乃至丰台区园林绿化发展历史的珍贵影像资料。”丰
台区园林绿化局园林科王猛介绍说，“两位老人送给我们一个
巨大的惊喜。”

公园第一期面积约 5 . 6公顷，新种植了近 3000株树木，
种植各类乡土植被、花卉、苔草约 4 . 6 万平方米。公园的落成
不仅让星河苑社区居民欢欣鼓舞，更是让周边近 10 个社区的

数万居民拥有了一个漫步休闲的绿色空间。
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表示，嘉囿城市休闲公园的建设，是

丰台区疏解还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实践探索。丰台区要
进一步巩固“疏解整治促提升”成果，将生态、体育、休闲、文化
内涵相结合，为老百姓建更多绿色生态空间。今年，丰台区计
划建成主题公园、口袋公园近 30 个，未来全区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将进一步提高。

根据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到 2022 年
全市新增森林绿地湿地面积 100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 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到 16 . 6 平方米。

明确未来的预期，看到身边的变化，北京丰台的这两位七
旬老人又坐不住了。“城市越来越美，我们要拍的景儿也越来
越多。”两位老人已经开始筹划下一部“作品”。

北京丰台：城市“森林”公园长成记
两位七旬老人的影像纪录片

▲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村民在村里小巷行走。

江西省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近年来，当地加大对古民居的保护力度，投入资金进行集中修
复，留住美丽乡愁。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市民在嘉囿城市休闲公园里游玩（10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高敬)从 10 月 16 日开
始，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的各督察组将陆续向河北等
10省区反馈“回头看”和专项督察意见，督察意见主要内容将
同步向社会公开。截至目前，督察组受理的 37640 件群众生态
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各地已问责 6219 人。

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 5 月 30 日至 7 月 7 日，由朱之鑫、吴新雄、黄龙云、马中平、
张宝顺、朱小丹分别担任组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翟
青、赵英民、刘华担任副组长的 6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
别对河北、河南，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
西，云南等 10省区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并同步
安排相关领域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督察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
整改情况，紧盯整改不力问题，严厉查处一批敷衍整改、表面整
改、假装整改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督察组受理的 37640 件群众生态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
结，推动解决了 3 万多件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各地
共责令整改 28407 家，立案处罚 7375 家，罚款 7 . 1 亿元；立案
侦查 543 件，行政和刑事拘留 610 人；约谈 3695 人，问责
6219 人。督察组进驻期间累计公开 53 个典型案例，有效传导
了压力，发挥了震慑效果。

督察期间，督察组新制订“回头看”督察进驻工作规范、临
时党支部工作规范等，实现规范化、模块化督察。针对督察整
改制订了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工作意见，严禁“一律关停”
“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对发现的“一刀切”问题坚决查
处问责。

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开展第二批督察“回头看”的各项准
备工作，待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适时启动实施。

新华社南昌 10 月 16 日电(记者邬慧颖)6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西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鄱阳湖水环境问题统筹
安排专项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
组于 10 月 16 日向江西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馈。

督察认为，江西省努力推进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取得
积极进展和成效。例如，根据中央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策部署，结合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面实施生态
环境保护十大行动；推进长江大保护，召开动员大会，出台工
作方案，并稳步推动相关工作；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以清
洁河流水质、清除河道违建、清理违法行为为重点，着力提升
河流水环境功能。

截至 8 月 31 日，督察组交办的 2536 件生态环境问题已
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2337 家；立案处罚 545 家，罚款 5628 万
元；立案侦查 48 件，拘留 50 人；约谈 91 人，问责 216 人。但
是，仍存在下列问题：

——— 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站位还不高。江西省督察整改
压力传导不足，存在前松后紧、避重就轻等问题。2016 年 11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意见反馈后，江西省总体整改行动不够
迅速，很多地方抱有督察是“一阵风”的心理，对整改工作持观
望态度，直到 2017 年 5 月才真正动起来。

——— 敷衍整改问题多见。2016 年督察指出，江西省大量
城镇污水处理厂成为“晒太阳”工程。对此，江西省提出到
2017 年底基本完成 48 个县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但是，随机抽查景德镇浮梁县、上饶婺源县、鹰潭余江县等地
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均低于排放标准。

——— 表面整改问题较为突出。例如，2016 年督察指出的
九江市部分区县石材加工行业问题整改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九江市都昌县石材矿山均未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和生态恢复工
作，未从源头管控石材行业扬尘污染。现场检查时，一些开采
点废弃石料淤塞水库，“牛奶湖”现象仍未消除，大量石材加工
作坊无粉尘和废水治理设施，生产时粉尘漫天，污水横流。

——— 假装整改问题时有发生。江西省整改方案明确，由江
西省国土资源厅督促指导赣州市编制稀土开采生态保护综合
治理规划，但“回头看”发现，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督促指导不力，
赣州市矿管、林业及水土保持等部门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弄虚作
假，导致需要治理的废弃稀土矿山面积减少约 10 平方公里。

同时，专项督察发现，江西省针对鄱阳湖水环境问题虽然
开展了整治工作，但鄱阳湖水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主要包
括：部分市县污水处理问题突出，流域超标排污问题仍较常
见，流域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等三大问题。

督察要求，江西省委、省政府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依法依
规严肃责任追究，对于落实责任不力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
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精准、有效问
责。

督察强调，江西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反馈意见，抓紧
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此外，督察
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
有关规定移交江西省委、省政府处理。

首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启动反馈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江西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

据新华社西安 10 月 16 日电(记者李华)秦岭北麓西安段
单体规模最大的违建别墅——— 陈路超大违建别墅，即此前媒
体报道称支亮超大违建别墅，经过拆除已于 15 日复绿，这标
志着秦岭拆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把尺子量到底，违建别墅被拆除

陈路超大违建别墅位于西安市鄠邑区石井镇蔡家坡村。
2005 年 8 月，陈路、支亮以盆景栽植、园林绿化名义，与石井
镇蔡家坡村第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面积 15 亩，期
限 70 年。并于 2005 年底开始非法圈地建设，2008 年 8 月建
成砖混建筑 1 栋 1 层，另有鱼塘 2 处，狗舍 1 处，其他建筑 3
处，是一处具有园林特色的中式仿古别墅。

这栋备受社会关注的违建别墅拆除仅用了一天时间。拆
除后，按照“拆除一处，绿化一处”的要求，鄠邑区立即组织对
拆除后的土地进行了验收，对符合种植标准的土地进行复绿。

14 日下午，记者在拆除复绿现场见到，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拆除围墙、清理路面等扫尾工作，现场的大吊车正在对石磨
等民俗石刻物品进行清理吊运。曾经盖建别墅的区域已经被
240 棵白皮松覆盖。工作人员说，这些白皮松目前占地 1100
平方米，后续随着路面的清理、围墙的拆除，还将陆续栽植白

皮松等绿植，常态化日常性进行管护，确保林木存活，持续恢
复绿化，还秦岭原貌。

涉三大问题，严重违法违规

记者了解到，陈路超大违建别墅涉及三大问题，严重违法
违规。

一是占用基本农田越过“红线”。从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
一起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严重侵占农用耕地的违法行为。该
项目所占地全部为基本农田。2018 年 9 月初，经国土部门现
场测绘，这宗土地占地面积 9409 . 05 平方米(合 14 . 11 亩)，建
筑物及附属设施占地 3604 . 27 平方米(合 5 . 4 亩)，经过与鄠
邑区石井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1997-2010)对照，显示别墅
所占地全部为基本农田，越过了“红线”。

二是巧立名目、手续全无。项目租赁土地后，未经土地部
门批准，非法占地进行建设，先后建筑了砖混结构房屋、鱼塘、
道路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该建筑未办理和取得相关手续，属
非法占地。目前，石井镇责令蔡家坡村级相关村民小组与支亮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对园林植被予以没收，连同土地一起退还
集体。

三是别墅内部配置豪华。“别墅周边环境很私密，里面有鱼

塘、盆景，看起来就像个私人庄园、园林，还有石狮、拴马桩、磨
盘石等很多像古董一样的东西，从外观就可见其豪华程度。”蔡
家坡村多位村民说。据介绍，在排查过程中，发现院内分布有疑
似文物，鄠邑区召集文物部门进行研判，并依法没收非流动文
物 181 件，磨盘等民俗石雕物品 186 件，在鄠邑区公证处全程
监督下，由公安机关全部移交给鄠邑区文物管理所暂时保管。

坚决依法依规，一查到底

在这次陈路超大违建别墅的整治工作中，西安市委、市政
府态度坚决：不管是什么权力背景、金钱背景，还是其他的什
么特别背景，都依法拆除、严肃查处。不管涉及到谁，将坚决依
法依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目前，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已对支亮以涉嫌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立案侦查。西安市纪委调查组对陈路超大违建别墅
涉及的违纪违法问题正在进行全面调查。目前，对涉及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有关人员已采取留置措施，进行全面审查调查。

自 2018 年 8 月 7 日起，西安市组织市级媒体、沿山区县
和有关方面，每天在市属媒体网站上开设“秦岭北麓违建问题
曝光台”，公布举报电话、信箱、电子邮箱和实地举报点，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举报违建线索。

秦岭北麓单体最大违建别墅已拆除复绿

据新华社天津 10 月 16 日电(记者毛振华)近日，天津滨
海新区启动辖区水产养殖户封井工作，禁止使用地下水。与此
同时，辖区水务部门将主动协调补水，鼓励养殖户转换水源，
充分利用循环水装置，推动水产养殖业的设施和技术升级，打
赢碧水保卫战。

“养殖业应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依据，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提高水产养殖业的质量和效益，兼顾生态环境。”滨海新
区水务局水政水资源处副处长武永祜说。新区水务局已安排
各街镇组织排查各类水产养殖户的规模、机井数量、用水量、
投资金额、职工数量等基本情况，建立养殖户台账。截至目前，
已送达停止开采地下水文书 60 余份，部分养殖企业主动配
合，已实施封井作业。

对于养殖户的用水问题，滨海新区水务局正牵头各部门、
各街镇，形成规范养殖业用水实施方案，利用现有政策和现代
化技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设施更新升级等，
提升水产养殖业效益，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天津滨海新区封井保护水源

养殖户禁采地下水

夏末秋初，站在安徽滁州琅琊
区西涧湖水库的堤岸眺望，夕阳下
的西涧湖波光粼粼，不时有鱼儿跃
出水面，远处琅琊山山峦叠翠……
唐朝韦应物笔下的滁州西涧，和北
宋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琅琊山
相映成趣。如今，西涧湖和琅琊山
不仅是滁州琅琊区的文化名片，更
成为惠及百姓的生态福地。
实行河长制、探索绿色社区、

推行绿色循环经济……近年来，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滁州市琅琊
区用绿色底蕴涵养古城气质，不
断开拓创新，护绿、活绿、增绿，让
青山碧水惠及百姓民生，擘画出
宜居宜业的现代生态文明画幅。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历史上
的西涧湖、琅琊山曾一度因周边
农户增加、生活污水排放、山体开
采等影响，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琅琊区委区政府从城市的长
远发展考量，果断采取措施，对西
涧湖饮用水源地、琅琊山开展综
合整治，搬迁养殖场、居民点、取
缔网箱养鱼、保护周边山林、严禁
滥采乱伐……经过治理，如今西
涧湖和琅琊山实现了河畅、景美、
山清、岸绿的良好生态景观。

为了保护河湖生态环境，近年
来，滁州琅琊区全面推行河长制，
健全区、街道(中心)、村(社区)三级
河长制体系，强化日常巡查保护，
对河道开展综合治理。琅琊区还专
门出台了《琅琊区河长巡河制度》，
对河长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督办
奖惩等方面做了明确细化。

“这两年搞绿色社区创建，小
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 50 多岁的琅琊区凤凰湖社
区居民陆来保说，环保靠大家，环
境好了最受益的就是咱老百姓！

地处老城区的凤凰湖社区下
辖 13 个居民小区，住户 4636户，
常住人口 11613 人。“我们社区可
以说是从‘城中村’转化而来，以前
居民环境意识不强，毁绿种菜、乱
搭乱建加上烧烤烟油乱排，社区
环境较差。”凤凰湖社区书记刘庆
告诉记者，通过绿色社区创建，建
设美丽家园，现在不但人居环境
得到改观，绿色低碳意识潜移默
化深入百姓心里。

绿色发展惠及民生。2017 年琅琊区启动 22 个老旧小区
整治改造，整治提升 18 条背街小巷。以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
为重点，琅琊区完善、优化小区功能布局，不断提升绿色内涵。
打造精品社区，形成“一居一品”。如今，琅琊区有省级文明社
区 5 个、市级示范社区 2 个、市级精品社区 1 个。

在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松亭看来，随着全
社会环保意识的提升，无论从社会责任和企业长远发展来讲，
做企业必须要摈弃粗放、污染的方式，走绿色发展之路。

在金春无纺布车间，记者看到，加工好的无纺布正通过一
台巨大的烘干设备实现自动烘干。“原来我们用天然气锅炉加
热导热油，导热油再来烤干布，现在改造为直接用天然气燃烧
烤干布。”曹松亭说，“减少了热交换的过程，能够将每吨布需
要的燃气量降低约 60 方，如一天产 35 吨，一天就可以节约
2100方天然气，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

琅琊区经开区经贸发展局局长柏桂生说：“我们园区开展产
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无纺布、汽车配套、食品加工等
绿色产业，同时推动前期入园的高耗能企业进行技改升级。”

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琅琊区积极为科技创新发展
提供政策保障。对企业牵头承担的省科技重大专项，按项目投
入经费的 40% 比例予以资助；通过省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扶
持新能源产业企业……

绿色发展释放出生态红利。2018 年上半年，琅琊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43 . 6 亿元，同比增长 13 . 2%，纺织新材
料、汽车家电配套、医药食品等新型产业加速集聚，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 4 . 88 亿元，同比增长 25 . 7%，高于规模工业企业
产值增幅 12 . 5 个百分点。 (记者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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