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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解回国

11月7日，在深圳宝安机场，民警押解犯罪嫌疑人下机。
当日，一架从菲律宾起飞的中国民航包机抵达深

圳宝安机场，36名利用网络刷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被集中押解回国。涉及全国多个省（区、
市）的700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宣布告破，涉案金额
1800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上接第一版）针对各自存在问题，督
办组要求切实创新方式方法，狠抓工
作落实，全力以赴做好散煤综合整治
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散煤治理工
作目标。同时，要对本辖区冬季供暖
情况全面摸排，逐户详细了解供暖情
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并对
现有燃煤锅炉要建立整改台账，明确
时间表、责任书，确保拆改到位。此
外，要按照政府引导、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重点突破的原则，在无条件保障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的基础上，稳步推
进煤改气、煤改电工作，在此基础上，
逐步启动无烟煤禁烧工作。

第三督办组就兰炭产业升级改造
及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推进落实情况，
到榆阳区等地进行督查督办。目前，市
政府已出台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意见，
同时，市水务局正在编制《榆林市矿井
疏干水综合利用规划方案》，神木市、榆
阳区分别编制了《神木市煤矿疏干水综
合利用规划方案》和《榆阳区煤矿疏干
水综合利用项目输配水系统工程总体
方案》。督办组要求，要加快兰炭产业
升级改造，将所有的炉型全部改造为单
台设计能力年7.5万吨以上的内热直立
炉，加大产业链延伸力度和环境保护力
度，并引进可靠示范装置，同时，给予粉

煤热解综合利用试验示范项目政府补
贴，支持企业攻克粉煤热解技术并推动
兰炭行业技术更新换代。

第四督办组到市工信局，就我市
工业企业“散乱污”综合整治推进落实
情况开展督办。据介绍，目前全市共
排查出“散乱污”工业企业443户，已完
成整治181户，正在整治262户。督办
组要求，下一步，市工信局要建立健全
台账，全面摸清底数，积极开展督查，
抓好责任落实，继续加强对各县市区
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的督
导检查力度，确保2019年6月30日前
全部完成整改。

第五督办组就饮用水源地环境保
护、城乡环境卫生“脏乱差”整治及城
区直排口取缔治理整改落实情况，对
市环保局、市住建局开展督查。据督
办组了解，榆阳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封
场后产生的渗滤液问题已经得到解
决；城区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榆溪
河、榆阳河、沙河、芹河52个排污口收
集处置工作全面完成，同时建成6个污
水处理站；刘官寨、鱼河断面于今年5
月份起水质提升为三类。督办组要
求，相关部门要确保污水处理站稳定
运行，做到达标排放，同时，健全完善
运行和加药记录，杜绝污水直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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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环境信访问题
为：定边县（万利来
巷原定边县弹药库）
定边宰鸡场燃煤锅
炉冒黑烟，鸡毛和杀
鸡血水储存在院子
后边，臭气严重。

环境信访问题
为：府谷县万达广场
有燃煤锅炉，无环保
设施排放黑烟。

环境信访问题
为：神木市孙家岔
镇刘石畔村，隆岩
煤矿在明盘开采期
间每天炮采，产生
粉尘较大。

责任
单位

定边县

府谷县

神木市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该场建有1台燃煤锅炉用于为活禽宰杀褪毛提供开水，锅炉未

安装除尘、脱硫设施。检查时正在使用，所燃烧煤种为8月份定边县城区禁烧烟
煤后煤场所售无烟煤，故未见锅炉有冒黑烟现象。场区院内未发现露天堆存有
鸡毛和杀鸡血水现象，宰杀过程中产生的鸡毛均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垃圾车运
输至定边县垃圾填埋场处置，最近一次运输时间为2018年10月28日。杀鸡产
生的鸡血汇同鸡杂处理干净后，冻入冷库后出售。用活禽褪毛清洗产生的污水
经沉淀池沉淀后排入市政管网，沉淀池内污泥定期由附近居民拉运还田处置。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内容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府谷县万达广场燃煤锅炉配套的除尘设施于2017年11月建成

投运，正在使用的燃煤锅炉环保除尘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锅炉烟囱有冒黑烟现
象，备用锅炉未运行。

（一）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神木隆岩矿业公司60万吨/年煤炭开采项目于2011年9月开

工建设3-1煤层井工系统，在准备3-1煤层联合试运转过程中，发现2-2煤层采
空区有自燃发火迹象，严重威胁到3-1煤层开采，导致联合试运转被迫暂停。按
照陕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文件（陕煤安局发〔2013〕138号）要求，为有效解决井
田内煤层自燃问题，2017年4月12日神木县采煤沉陷区和火烧隐患区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同意该矿对井田内采空区和火烧区进行彻底治理。已取得
神木县发改局（神发改函〔2017〕31号）备案、神木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神环
发〔2017〕270号）等相关手续。目前正在按照所批准的方案采用露天剥挖的方
式进行火烧区综合治理项目。由于煤层上覆岩层属于硬基岩，必须采用爆破的
方式先进行松动，在放炮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粉尘。治理项目预计于2020年
上半年完成，待综治项目结束后继续采用井下综采方式开采。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处罚问责情况

一是定边县针对该屠宰场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的
问题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责令停产整治
决定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产，进行整改。二是为
妥善解决此类问题，经县政府研究，要求定边县禽类定
点屠宰场等2家不符合环保选址要求的屠宰场重新选
址搬迁，否则不允许生产经营。

无

一是要求神木隆岩矿业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
前制定优化爆破作业方案，减少粉尘污染，神木市能源
局将协助煤矿制定方案并加强监督检查；二是要求煤
矿爆破前采取洒水预湿的措施，加大洒水量，确保预湿
效果，对火烧高温区洒水预湿达不到效果的区域，采用
机械破碎，边破碎边喷雾降尘，降低爆破扬尘和破碎扬
尘；三是督促煤矿探索试用湿孔爆破、水袋封孔等新工
艺、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抑尘效果。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省委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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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问题
为：李家畔村阳光小
区 B 区整条街商铺
餐饮油烟味道大，油
烟装置在运行过程
中声音大，其中小四
川和湘北湘城最为
严重。

环境信访问题
为：府谷县三道沟
三忻工业园区，三
忻镁厂将镁渣和氨
水倾倒在红渠村东
边沟里，影响整个
村子水源。

神木市

府谷县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查，上述15家餐饮商铺中，10户目前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包括小四川和

湘北湘城饭店），2户已购置油烟净化器并于近期安装，剩余3户准备近期购置油
烟净化器。

噪音污染主要来源于小四川和湘北湘城两家饭店的油烟抽风机。其中，小
四川饭店的油烟抽风机距离小区居民较近，湘北湘城饭店油烟抽风机及排风管
设置在阳光小区B区院内地面上。目前2户饭店正在停业整改中。

（一）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镁厂将镁渣倾倒在红渠村东边沟里，镁渣处置
不规范”属实，“镁厂将氨水倾倒在红渠村东边沟里，影响整个村子水源”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府谷县现场核查：1.陕西三忻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90万吨/年兰炭生产

线和2万吨/年金属镁生产线运行中，配套除尘、脱硫、在线监测环保设施运行正
常，倾倒的镁渣未及时覆土碾压，处置不规范。2.陕西三忻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2套100t/天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氨水采取全密闭干熄焦方式全部焚
烧处理，未发现排放生活污水和氨水现象。投诉人反映的水源地位于该企业镁
渣场上游，是三道沟镇新庙行政村正峁梁（红渠）集体井和裴先栓井，经府谷县水
务局对该2处井水取样化验，29项检测指标结果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属实

属实

神木市要求已购置油烟净化设备的2户餐饮商铺
2018年11月8日前安装到位，暂未购置油烟净化设
备的3户限期在2018年11月10日前安装到位；要求
小四川加设消音设备，湘北湘城饭店将抽油烟机及排
风管接到楼顶上，限期2018年11月12日前全部整改
到位。

（一）整改措施。针对陕西三忻集团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金属镁渣场镁渣未及时覆土碾压，处置不规范”
的环境违法行为，府谷县环保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前将未
规范处置的镁渣进行覆土碾压。同时，要求该企业建
立长效机制，加强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二）处罚问责情况。针对陕西三忻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金属镁渣场镁渣未及时覆土碾压，处置不规
范”的环境违法行为，府谷县环保局下达了《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处罚款10万元。

6

7

8

环境信访问题
为：麻黄梁汽车产业
园区，华泰洗煤厂装
煤期间，煤粉尘污染
严重。

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鱼河镇中
学向东200米处，居
民集中区有一家闫
姓养鸡场，一家鱼姓
养牛场，异味大影响
周边住户正常生活，
前期给畜牧局反映
过要求取缔。

环境信访问题
为：神木市中鸡镇秦
家圪垯村火车集装
站，距离村民房屋不
到200米，装卸过程
中产生的煤粉尘污
染严重。

榆阳区

榆阳区

神木市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该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堆存煤泥约3000吨、原煤约500

吨，全部用纱网进行了覆盖；已建成2500m2的储煤棚，防风抑尘网约9000m2，厂
区内硬化面积为13万m2；现场有3台装载机正在把场外的煤泥清入煤棚内，有2
台洒水车正在作业，未见有煤粉尘污染现象。

（一）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榆阳区鱼河镇中学向东200米处，居民集中区
有一家闫姓养鸡场，一家鱼姓养牛场，异味大影响周边住户正常生活”属实，“前
期给畜牧局反映过要求取缔”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榆阳区现场核查，闫志礼养鸡场院子无院墙，有砖木结构的4间正房为居住

办公区域，其中一间为饲料间，正房以西新建砖墙彩钢顶育雏棚6间，院内搭建钢架
彩钢顶养殖棚600平方米，现养殖肉鸡500羽，育雏棚内现存刚孵化15天左右的雏
鸡2000羽，未见化粪池、消毒池等设施。鱼雷养牛场院内有砖木结构住房6间，其
中1间为饲料间，院内南侧有钢架彩钢顶牛棚25平方米，现养殖奶牛9头，未见化
粪池、消毒池等设施。经调查核实，榆阳区畜牧局未收到过相关情况的反映。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陕西地方铁路煤炭集运公司储煤棚和低压配电室旁2个受煤坑

密闭不严，堆存约1200吨原煤有露天现象；储煤大棚密闭设施破损，车辆进出口
无防扬尘设施，洒水车未运行，地面浮尘较大；厂界西约130米处有房屋一座，厂
区与房屋之间未设置防风抑尘网。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榆阳区已责令该公司将场外堆存的煤泥和原煤立
即清入储煤棚内，已于2018年11月5日清理完毕。

要求闫志礼养鸡户对所有牲畜接种疫苗，每天分
上午、下午2次清理鸡粪，并对鸡舍周围环境消毒1次，
保持圈舍通风和清洁卫生，在年底前出售所有存栏鸡；
要求鱼雷养牛户对所有牲畜接种疫苗，尽快硬化奶牛
运动场地，每天分上午、下午2次清理粪便，并对牛棚周
边环境消毒1次，保证粪便日产日清，保持牛棚以及场
地的通风和清洁卫生。

（一）整改措施。神木市环保局对陕西地方铁路煤
炭集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
该企业：一是立即清理露天堆存原煤；二是在储煤棚进
出口处采取洒水降尘，加强地面浮尘清理，限期于2018
年11月14日前完成破损储煤棚的修补工作；三是在2
个受煤坑处安装雾炮机等防尘设施，防止煤尘飞扬，限
期于2019年5月4日前完成2个受煤坑密闭工作。

（上接第一版）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榆林的发

展早已是天翻地覆。张懿在榆林城区
新建路经营品牌服饰，回想起当年“走
后门”求别人买免布票的确良布的情
景，她觉得恍若隔世。“那时的确良可
是稀罕货啊，穿上一件心里别提多美
气了。现在人们生活好了，对穿着有
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是四季到头一个
款了，春季有色彩明亮的开衫卫衣，夏
季各种材质的裙装，秋季潇洒的风衣，
冬季有轻薄又暖和的羽绒服。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我经营品牌服饰有十多
年了，明显感觉到市民们对服饰有了
更高的要求。”张懿说。

从“几代蜗居”到“广厦千万”
40年来，从平房到楼房，从福利房

到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不足20平方米
的蜗居，到今日动辄上百平方米的单元
房……这些变化可谓看得见、摸得着。

“这40年间，我们家的住房实现了
‘四级跳’——从最初的砖木房到二层
楼，再从单位单元楼房到商品房，生活
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这都要感谢党和
国家，感谢改革开放！”在谈及自家的
住房变化时，60岁的退休工人张娥玲
打开了话匣子，“我结婚那会儿，爱人
家里只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大小就是
10多平方米，公婆二人为把我娶进门，
住进了四合院里搭建的小厨房中。后
来我们有了孩子，一家四口仍挤在那
间小屋里，每逢雨天都会漏雨，严重时
还会积水。”

待到孩子稍微大些，张娥玲和爱人
攒了些钱，又和亲戚借了些钱，将自家
房屋改建成一座二层小楼，大大改善了
居住条件。如今，张娥玲已经和女儿一
家住进了高新区160平方米的宽敞单
元房内，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现在的小
孩一出生就在这大房子里，哪里还晓得
过去的情况啊。”张娥玲笑着说。

41岁的王小利是一名下岗女工，过
去一直居住在出租屋内，因没有暖气，
每天清晨她都要生炉子取暖。2010年，
她通过申请住进了金沙小区（经济适用
房）宽敞的单元房，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经济适用房是政府为了改善中、低
收入家庭住房条件修建的保障性住房，
住到这新家以后，我才感觉真正有了
家，生活也越过越红火了。”王小利说。

从“交通闭塞”到“诗和远方”
“榆林榆阳机场有28个通航点，一

线城市和许多省会都有直飞航班，我
跟老伴这几年没少出去旅游……”58
岁的市民王建平年轻时是一名采购
员，因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门。改革
开放40年来，让他感受最深的还要数
出行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王
建平要去西安洽谈业务，对于工作后
的第一次出远门，他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从榆林到西安几天才有一趟班
车，路况不好，还经常晚点。一般从榆
林出发到延安要休息一晚，第二天再
坐车到傍晚才能抵达，这一来一回就
要4天。”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
地，公路、铁路、航空运输蓬勃发展，榆
林人出行也变得越来越便捷。上世纪
90年代，榆林有了到外地的个体营运
卧铺车，2004年榆林至西安火车开通，
2008年榆林榆阳机场成为4C民用机
场，市民出行的选择更多了。

据了解，自2010年7月榆林榆阳机
场推出“西安—榆林航空快线”以来，经
过多年的运营，“西榆快线”每日航班量
达到16班以上，平均每小时一班，已经
成为榆林市民往返西安，中转全国乃至
世界的“公交化”航空快线。2017年，榆
林榆阳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77万
人次，榆林人民在享受“出行速度”的同
时，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春风化雨润万家

（上接第一版）
著名新闻人范长江说过：“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

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
条。”换句话说，做新闻最重要的不在于“术”的技巧变
换，而在于“道”的价值坚守。尽管技术与资本改变了新
闻传播的业态，人们依然致敬责任与使命。世道沧桑，
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守正创新才是真正的“爆款”。

本领并非一天练就，所谓“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
产万千、有是非曲直、有毁誉忠奸”，不用脚步丈量生
命的长度，踏遍时代的沃土，怎能走出微观真实抵达
宏观真实？不突破重围追寻真相，怎能于青蘋之末发
现大势所向，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

荣耀标注过往，使命昭示未来。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忠诚、责任、担当，仍将是新闻
记者最深刻的烙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愿
与全国新闻工作者共勉：铁肩道义，妙笔文章；情深且
长，无愧荣光！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致记者：愿你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神木市办理施工许可证排名全省第二

（上接第一版）
同时，神木市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上也取得

显著成效。取消报建表、占道审批表、节能审查备案、
消防意见书、实名制等环节，由原来的14项缩减为7
项。施工组织设计改为后置，允许在施工许可证核发
后15日内补齐。清理和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前置条
件与“搭车”事项，市政所、园林所、环卫所、城建监察
大队不再收取任何押金。今年上半年办理施工许可
证仅需38个工作日，较2017年缩短了2.88个工作日，
排名全省第二。

此外，神木市三级政务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其中，市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建成投运，镇办便民服
务站实现了全覆盖，村级便民服务室完成摸底，363个
村级便民服务室中，已配备电脑等办公设备并接入网
络的有247个。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日前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
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更好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实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既是此次新一轮个税改革
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难点。根据新修改的个税法，今
后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
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
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
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税法授权国务院确定专项附加
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并报全国人大常委
会备案。

在征求意见期间，不少业内人士表达了对加强大
病医疗支出的扣除力度、细化住房贷款利息、继续教育
等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细则的期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建议，对于大病医疗支出
扣除，应当允许纳税人扣除配偶的大病医疗费用。

上海市财政局巡视员袁白薇认为，从征求意见稿
来看，在表述上还可进一步明晰。比如住房贷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条款中，首套住房贷款的概念要更加明
确，包括首套住房贷款是认房还是认贷，不同城市首套
房贷款如何定义等。

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介绍说，围绕征求意见中社
会公众对扣除范围、标准、征收管理等方面提出的具体
意见，将更好地研究完善办法，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
受到改革的红利。同时，根据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
民生支出变化情况，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在执
行过程中还将进行动态调整。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结束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