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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榆林市靖边县
张家畔街道办四柏
树村村民反映掌高
兔张某某在该村办
养猪场，猪粪尿污染
群众生活环境。

榆林市部分能
源化工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对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比如陕
西未来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煤制油分公
司气化渣随意堆放，
未做任何防渗防尘
措施；陕西华电榆横
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粉煤灰、脱硫石膏等
废渣长期堆放在乡
间地头，污染土壤；
榆横工业废渣处置
场各种工业废渣对
土壤、地下水造成严
重危害。

榆阳区红石峡
景区下游的榆溪河边
及水面上到处都是游
人丢弃的垃圾。

横山区邵家洼
村住户和村新建公厕
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
排至丰源加油站旁的
终点检查井，夏日污
水随意溢流公路面，
冬天污水在公路上大
量结冰，造成行车过
程危险，芦河近在咫
尺，请政府修建永久
排污管网。

榆林市高新区
“榆中小区”东大门对
面屈氏烩菜馆产生蓝
色油烟通过管道直排
至马路道牙边，污染
周边大气环境。

靖边县龙洲镇
清水河村民反映延
长集团 969 净化厂
将厂区产生的 100
多吨建筑垃圾随意
倾倒在林地和山沟
岔里。

涉及区县
及部门

靖边县

榆阳区、
横山区、
榆林高新
区、市生
态环境局

榆阳区

横山区

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

靖边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张某某个人养猪场，猪棚内分为10个养猪小隔间，猪棚外设4米

深化粪池1个，共养大猪60头、崽猪30头，为张某某及其父共同经营。该养猪场化粪
池未做密闭处理，养猪产生的粪污裸露在外，未及时清理清运、做除臭处理，现场能闻
到臭味。经县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靖边分局现场勘查确认，该养猪场不在水源地保
护范围，对水源地不会造成相关影响，且为规模以下养殖户，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位于榆阳区芹河镇

郑滩村，目前正常生产。该公司渣场主要防渗措施为对库区底部及坝坡整平夯实，并
依次铺设厚粘土、膨润土、HDPE膜层、土工布。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全部
进入渣场。废渣倾倒完成后，及时铺平压实，库顶短期内不使用的面用黄土覆盖，其
他面用防尘网苫盖。渣场作业面区域洒水车每2小时洒水降尘1次。2、陕西华电榆
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横山区波罗镇榆横煤化学工业区，目前正常运行。该公司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炉渣、石膏均倾倒于配套渣场。该渣场采取初期围堤、库
底防渗层、隔离墙、堆石渗井和排水盲沟系统的防渗措施。废渣进场后，采取平整、碾
压后分层填埋。作业面采取喷淋、洒水抑尘措施，非作业面使用密目网覆盖。周围建
有防风林带，防止扬尘污染。未发现废渣在渣场以外倾倒的现象。同时，该公司委托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每年枯、平、丰水期对地下水各监测1次，3份监测报告
均显示渣场周围监测井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常规标准。3、榆横工业废渣处置场为榆
横工业园区环保保障性配套项目，由榆林市高新区榆横工业废渣处置有限公司建设
运营。项目按照《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中Ⅱ类工业固废贮存、处
置场要求设计、施工。人工防渗措施主要为对底部整平夯实，并依次铺设GLC钠基膨
润土防水毯、HDPE膜、土工布、筛选沙。按要求设置了6眼监测井及1眼观察井，且
库区配置了渗滤液收集导排系统。该处置场主要填埋处置榆横工业园区的化工企业
气化渣、少量粉煤灰及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泥。废渣进场后采取平整、碾压后分层填
埋，作业面采取喷淋、洒水抑尘措施，非作业面使用密目网覆盖，方河村方向建有防风
林带。该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定期进行监测。地下水每年枯、平、丰水期分别监
测各1次3次，土壤每年1次，监测结果均达标。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公园广场服务中心榆溪河生态长廊北段公园

管辖范围为南起迎宾桥，河西北至现状堤防，河东北至红石峡文管所征地界线。辖区
榆溪河边及水面上存在零星垃圾，为个别游人游玩时丢弃所致。

经查，该信访投诉内容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2016年，横山区交通运输局在实施迎宾路邵家洼村段道路拓宽改

造时，为解决邵家洼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临时修建了邵家洼村段污水管网，该排污
管道未与市政污水主管网接通，距离2020年已建成的芦河左岸污水主管网跨河直线
距离约60米，距离芦河右岸已经建成的污水主管网直线距离约300米。之前存在夏
日污水随意溢流公路面，冬天污水在公路上大量结冰问题。目前，该处居民生活污水
通过排污管道收集至丰源加油站路口终点污水检查井后，由横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抽运至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经查，该信访投诉内容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信访投诉地点榆林市高新区“榆中小区”东大门对面为邦联小区

商住楼B座，其中一、二层为商铺，一层有餐饮7家，屈氏烩菜馆为其中一家。该餐馆
排烟管道直排至马路道牙边的主要原因一是该商住楼在规划建设时未配套设立公共
排烟道，也不具备自行加装顶楼爬升烟道的条件，导致油烟低空排放；二是后期店内、
外加装的排烟管道陈旧破损并与店外加装的油烟净化设备距离较短，油烟未来得及
完全净化就已排放。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2021年7月29日，延长气田采气二厂青阳岔净化厂969站厂区门

口生活水地埋管线破裂。7月30日，延长气田采气二厂青阳岔净化厂969站委托延
安弘玉成建筑有限公司进行开挖抢修，改造生活水地埋管线，施工结束后，施工企业
雇佣当地村民使用三轮车清运开挖厂区路面时清理出的建筑垃圾，受雇村民应附近
村民韩某某要求，将该建筑垃圾倾倒至韩某某院落前沟畔上，倾倒约45立方米，用于
填埋韩某某院落前沟畔上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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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整改措施：7月31日，该养殖户对化粪池进行了密闭处理，加盖厚铁皮3张，对裸露粪
污及时进行清理清运，冲洗猪棚外墙，对猪棚周边用净土覆盖处理，同时对养猪产生的粪
污进行日清日运，并及时撒上除臭菌，严格做好猪棚周边日常除臭工作。下一步，海则滩
镇、张家畔街道办、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靖边分局等单位将定期进行抽查检查，若
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则由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工作职责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处理情况：2020年6月24日，因榆横工业废渣处置场二期作业面过大，非作业面裸
露，有扬尘污染，市生态环境局横山分局对榆林市高新区榆横工业废渣处置有限公司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

整改措施：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横山分局严格按照监管职责，采取划片分区监管
方式，落实专人负责，对投诉所述3处废渣场进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随意倾
倒、填埋不规范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并严肃处罚。同时，要求投诉相关3家企业对渣场加
强管理，规范处置固体废弃物，采取洒水、苫盖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整改措施：1、针对夏季暑期游人多的实际情况，榆溪河北段管护所及时安排保洁人员对
河边及河面垃圾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干净。2、增加4名保洁人员对所属辖区水面及河边
进行保洁。3、通过广播、设置宣传栏、定人提醒等方式加大文明游园宣传力度，提高游人保
护环境、爱护环境的意识，努力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安全的休闲活动场所。

整改措施：1、由横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排污管网内生活污水进行定期清运，每周清
运不少于2次，确保排污管道内收集的污水及时拉运处置，杜绝污水过量沉积和溢流问
题。2、由横山区住建局尽快将邵家洼村段污水管网按照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标准接入
市政污水主管道，确保生活污水规范处置，2021年9月1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3、严格落
实整改主体责任，横山区住建局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未按时完成该处污水整治工程
将进行严肃责任追究。

整改措施：1、榆林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责令屈氏烩菜馆于2021年8月20日前更换油烟
管道及油烟净化设备，使油烟排放值达到国家标准，避免油烟污染问题再次发生。目前，
该餐饮店已订购了油烟排放管道及油烟净化设备。待更换完毕，榆林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将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油烟排放值进行检测。2、要求屈氏烩菜馆及其他6家餐馆尽快
清洗净化装置、管道及门店内外油渍，保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7家餐馆已全部清洗完毕。
3、加大巡查监管力度，提前入户提醒店主做好油烟净化设备的正常使用、维护清洗工作，
对油烟净化器清洗使用情况及油烟排放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油烟达标
排放。

整改措施：2021年8月2日，龙洲镇政府约谈了延长气田采气二厂青阳岔净化厂969
站负责人白某某。龙洲镇政府向延长气田采气二厂青阳岔净化厂969站送达了《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8月5日前完成建筑垃圾清理工作。8月5日全部建筑垃圾已完成清
理，并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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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榆林市时间：2021年7月14日—8月12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2—8101036。邮政信箱：陕西省榆林市第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上接第六版）

（上接第二版）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
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妥善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统筹做好东京奥运会和北
京冬奥会各项工作，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
制优势，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全力做好
东京奥运会备战参赛工作，同时高质量筹办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
的目标。”

今年1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
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定信心、
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把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
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全力做好各项筹
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
的奥运盛会。”

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
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生态惠民、生

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
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按照绿色发展理
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
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
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治，加快推进国土
绿化，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爱国
卫生运动优良传统，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
洁行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健
康、宜居、美丽家园。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
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
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努力减少公共安
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
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
吃得放心。”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
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考察。总书
记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后厨，了解贫
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总书
记嘱咐学校和老师既要当好老师，又要当好临
时家长，把学生教好、管好。要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
长们放心。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要
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环境改善、饮
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
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
动物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

2020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强调：“要坚持
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
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
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

2020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
主，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
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把全生命周期
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
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
口密集集中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入持久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我
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
实践。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丰
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
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
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南通考察时指出：“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
体，也是人口最密集、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

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
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
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

今年4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都义
务植树活动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
一个人的努力。美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
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要
深入开展好全民义务植树，坚持全国动员、全
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强组织发动，创新
工作机制，强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激发全社会
参与义务植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大党员、
干部要带头履行植树义务，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好祖国的
绿水青山，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
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
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
广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
要各国携手应对。

长期以来，我国在履行国际义务、参与全
球健康治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全面展示了我
国国际人道主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国际社会
也给予广泛好评。

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健
康相关领域国际标准、规范等的研究和谈判，
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的紧急援外工作机制，加强同‘一带一路’
建设沿线国家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本着公开、透
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第一时
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
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
列等信息，第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
案，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
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有力支持了全球

疫情防控，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

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要加强同世卫
组织沟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
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
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享科研数据
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
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
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2020年3月26
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上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
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
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
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
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人类
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
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
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要
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抗疫合
作的5项举措。“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
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
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我们
要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
供应国作用，全面深入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
范、指南的制定，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提
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
语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0
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
座谈会时强调。

2020年6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中非
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时指出：“中方将继续全力
支持非方抗疫行动，抓紧落实我在世界卫生大
会开幕式上宣布的举措，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
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方来华采
购抗疫物资。中方将提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
洲疾控中心总部，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合作
论坛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好医
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
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同世界

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
智慧和力量。”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

“我们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
国际援助、疫苗使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主张。
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
的生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今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加强疫苗
研发、生产、分配国际合作，提高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让各国人民真正用
得上、用得起。要全面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今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
峰会上指出：“这场疫情再次昭示我们，人类荣
辱与共、命运相连。面对传染病大流行，我们
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团结合作、
共克时艰，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污名
化的企图。搞政治操弄丝毫无助于本国抗疫，
只会扰乱国际抗疫合作，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
更大伤害。”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继续支持全球团结抗
疫的5项举措。“让我们携手并肩，坚定不移推
进抗疫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
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
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
路。”今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面对仍在
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要坚持科学施策，
倡导团结合作，弥合‘免疫鸿沟’，反对将疫情
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人民健康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
活的重要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
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
网，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抗疫斗
争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
性协调发展，就一定能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美
好愿景，就一定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以更加健强、更加昂
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