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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

侧耳听”——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
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
胜一切强大敌人。

（一）“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为
祖国奔赴战场

“805步，鸭绿江桥十几分钟就
过去了。”忆及当年自己赴朝时的情
景，志愿军老战士程茂友说，过鸭绿
江的时候，就没想过回来。“每个过
江的战士都是抱着用生命保卫新生
共和国的决心，视死如归。”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
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
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
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
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
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
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
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
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
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
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
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
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
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
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
的战争伟业。

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
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意
志和力量的强大精神支柱。

志愿军英雄表示：我们的身后
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
们不能后退一步！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利”“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
炮”“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
炒面”……全国各族人民为赢得战
争胜利提供全方位支援保障，体现
了万众一心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大
意志。

炮火声远，复兴路近。今天，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
带，新时代英雄赞歌唱响神州——

60载深藏功名无私奉献的张富
清、用生命坚守祖国东大门的王继
才、至诚报国的黄大年、英雄机长刘
传健、“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
太行山“新愚公”李保国……

（二）“谜一样的东方
精神”——英勇顽强、舍生
忘死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冲锋
的军号声成为许多美国士兵的噩
梦。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志愿军为什
么一听到冲锋号就总能激起昂扬斗
志，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这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

志愿军第15军战士邱少云在
作战潜伏中，不幸被敌人的燃烧弹
击中。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他强
忍烈火烧身的剧痛，一动不动，直至
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
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牺
牲前，邱少云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
写道。

这是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
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
胜不了的敌人！”

在赴朝作战前的动员会上，志

愿军第20军连长杨根思向战士们
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

这是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
忠诚精神——

上甘岭战役中，年仅21岁的通
信员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用生命为
战友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鏖战长津湖，战士们埋伏在零
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冻死后仍保
持随时准备冲锋的姿态。

“朝鲜战场遍地是英雄。志愿
军将士总能在祖国最需要的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
无所畏惧，成为‘最可爱的人’。”抗
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宫绍山说。

从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到和平
时期的攻坚克难，从“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战斗精神到“杀出一条血路
来”的改革胆魄，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
民一以贯之的风骨和品质。

（三）为和平、为正义——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为正义而战的英雄气概和伟大
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赢得了全世界
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1952年 1月2日，朝鲜平安南
道成川郡石田里。天寒地冻中，志
愿军战士罗盛教三次潜入冰冷的水
底，以自己21岁的年轻生命，换得
朝鲜少年崔莹生存。

朝鲜人民在罗盛教牺牲的地方
竖起了木牌，上面写着：“生长在朝
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记着
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
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当“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
克·克拉克上将沮丧地承认，他是历

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
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时，全世界看
到，从战火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维
护人类和平的决心是多么坚定！

1958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
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盛大国宴
上，充满深情地说：“你们所建立的
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榜样，它将永远载在进步人类的史
册上。”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
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16年7月，南苏丹首都朱巴
爆发激烈交火。中国维和步兵营遭
袭，两名战士牺牲。一位是刚满22
岁的李磊，一位是33岁的杨树朋，
他们都来自特级英雄杨根思生前所
在的部队。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场上，28
岁的杨根思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抱
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壮烈牺牲，
同样的英雄无畏。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
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

“我们会继承你们的精神，振兴
我们的祖国。”“中国的勇士，每次望
见五星红旗就会想到你们，向革命
先烈致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
励我们永远奋斗!”……辽宁丹东鸭
绿江畔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留言板
上，参观者们以真挚留言致敬“最可
爱的人”。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展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
们坚信，中国人民必将以更加自觉、
昂扬的精神状态，在新时代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勇毅奋进 不懈斗争
美国五角大楼附近
发生袭警事件

8月3日，一名警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附近
执勤。

据美国国防部所在五角大楼保安局消息，五角大楼附近区域3
日发生警察遇袭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警察在袭击中死亡。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向日葵节

8月2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卡利登的向日葵节上，一朵向日
葵“戴上”墨镜。

安大略省卡利登于7月24日至8月8日举办向日葵节，吸引
游人前来赏花游玩。 新华社发 邹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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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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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府谷县大昌
汗镇后五当沟村，
火烧区治理项目，
名为治理，实际挖
煤。破坏了天然
林杜松。

府谷县金利
源综合利用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环保
设施白天运行，晚
上关闭，烟气严重，
废渣倾倒山沟。府
谷县大庄特种合金
有限公司作业时烟
气严重。

定边县砖井
镇丈房湾村，长庆
采油六厂 423 气
井管道在2021年
3月份发生事故，
村民耕地被污染。

涉及区县
及部门

府谷县

府谷县

定边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信访投诉地点位于大昌汗镇后五当沟行政村，反映问题为府谷县郭家湾工业园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榆林神华郭家湾煤矿煤田自燃火烧隐患区和采煤沉陷区Z5－1综合治理项目
（以下简称“Z5－1综合治理项目”），治理主体为陕西省府谷县京府八尺沟煤矿地址工程有限公司，该
项目于2018年8月至今一直处于停工状态。2、2018年5月，府谷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介入调查，鉴定
意见为超占用的是其它林地（宜林地）面积88.0005亩，未显示天然林杜松；违法超占用的林地面积达
到刑事立案标准，进行立案侦查。2019年7月，府谷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又接到相关举报，于8月10
日聘请榆林市林荣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补充鉴定，鉴定意见为Z5-1综合治理项目在第一次鉴定意
见的基础上越界施工毁坏林地面积20.151亩，其中疏林地面积2.9415亩，林地内生长有杜松29株，侧
柏9株，蓄积量0.213立方米，其他林地（宜林地）面积17.2095亩。3、火烧区治理项目即为Z5－1综合
治理项目，项目实施是为了解决煤矿采空塌陷、煤层自燃等引发的生态破坏、安全隐患和资源浪费问
题。该项目经府谷县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研究同意实施，治理主体为陕西省府谷县京府八尺沟煤矿地址
工程有限公司。该项目编制了《府谷县煤田自燃火烧隐患区和采煤沉陷区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通
过了县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论证，并取得县相关部门审批核准文件，项目治理煤层为4-2-1、4-2-2
煤。2018年8月因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全县综治项目全面叫停。截至停工时，该项目完成治理面积
801.77亩，其中恢复土地面积约460.4亩，留尾坑面积约341.37亩。火烧隐患得到了较好的治理，改善
了井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残煤进行了回收，实现了一定的生态、社会和经
济效益。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府谷县金利源综合利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两台发电机组共用一座脱硫塔。脱硫

塔顶部安装一套烟气在线监测设施，锅炉烟气采用布袋除尘加静电除尘设施、SNCR脱销、石灰石-石
膏法脱硫，经调阅该企业在线监测设施报表历史数据，显示该公司烟气排放口流量数据在昼、夜间无明
显变化，未发现有白天运行晚上停运和超标排放行为。该公司将灰渣填埋至厂区西南侧的荒沟内，此
处为该公司建设的灰渣场。该灰渣场于2005年9月13日取得陕西省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于2007年
1月12日取得陕西省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批复，其他手续不完善。2、府谷县大庄特种合金有限公
司有两条生产线。一条为铬铁精炼生产线，目前停产；另一条为硅铁合金生产线，于2021年5月对易
产生烟尘、粉尘的出炉浇筑等生产工段，分别建成一套集烟罩收集装置。该生产线由于在硅铁出炉、浇
筑时瞬间散烟排放量大，收集过程中受设备收集效率限制，未能全部有效收集，存在部分散烟排放。

经查，该信访投诉内容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2021年3月发生气井管道事故的企业实为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六采气厂。涉事管

线为苏342井至苏南12集气站输气管线，输送介质主要为含水天然气。3月17日早晨，该输气管线被
当地村民操作的耕地机械不慎损伤，泄漏量天然气约40方，采出水约0.02方。事发后，该企业立即将
该条干管串接井全部关井泄压；组织人员将该条管线埋深不足的管段进行降管施工，对管线进行氮气
置换，并连夜对铲破管段进行动火更换；同时对刺漏点附近泥土进行收集装袋，共清理出14袋（约420
公斤）送至定边县东港污油泥土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处置。在苏342刺漏处收集的土壤样本，送至
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指标均满足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2、村民耕地污染问题需待检测报告完成后判定。事发地属现耕地，所有人为王某某，现场调查时
耕地未耕种，内有杂草。由县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周边土壤进行了取样，并委托西部第三方检测集
团（宁夏）有限公司进行检测，预计于8月13日前完成检测报告。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处理情况:2018年6月8日，府谷县公安局决定对该项目毁林行为进
行立案侦查，经府谷县森林公安派出所调查取证，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
依法对该项目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并责令其恢复所超占林地面积
88.0005亩。2019年10月，县林业工作站对Z5-1综合治理项目治理过程
中超占用林地恢复情况进行验收，通过验收，已恢复林地面积95亩，种植
树种为樟子松，成活率在95%以上。

整改措施：1、府谷县制定印发《关于开展全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暨
2021年森林督查的通知》《府谷县煤田自燃火烧隐患区和采煤沉陷区地质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整治应急排险治理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扎实
推进全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综治项目整治应急排险治理各项工作。2、
根据《榆林市采煤沉陷区和煤层火烧区综治项目整治应急排险治理工作方
案》要求，针对未完成整治整改的综治项目，由府谷县政府确定国有公司实
施综治项目整治应急排险治理工程。

处理情况：2021年8月4日，府谷县自然资源局向府谷县金利源综合
利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违
法通知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向山沟倾倒废渣，8月19日前复垦到位，
同时办理相关手续。

整改措施：府谷县政府要求府谷县金利源综合利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府谷县2021年铁腕治污37项攻坚战行动方案》文件第二十项“电
石、铁合金行业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行动要求，制定治理方案，并于2021
年12月底完成治理改造。

处理情况：1、针对事件发生后，企业未向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局报备，
也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局下发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该单位处1万元罚款。2、按照目前的调查结
果，是否对耕地造成污染，现已委托第三方进行土壤检测，因土壤样品前处
理时间较长，待检测报告出具后依规依法处理。

整改措施：定边县将进一步加强输油气管线安全监管，要求长庆油田
分公司第六采气厂严格落实“管道长”制度。加强隐患排查，对隐患管线实
行“一线一档”“一患一档”。同时，加强输油气管线设施标识，加大对重点
区域、重点地段管线标志桩、警示牌的设立密度。防止因标识警示不清、管
道走向指示不明等因素造成第三方盲目施工，引发事故。

是否
办结

是

是

是

备
注

中共榆林市委 榆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生态环境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上接第五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