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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五星级酒店卫生
状况被曝光，其中 12 家仅
处 2000 元或以下罚款，网
友吐槽：

罚金居然不够

一夜房费

（详见9日 1版）

一周看点

（详见周末3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
报去年全国“反腐战绩”

处分62万人

创新高

违规办百岁宴

超标使用办公室
甘肃通渭一校长面对

检查耍花样，东窗事发受
惩处

面对顽瘴痼疾，怎么抓，如何治？1月9日晚播出
的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给出了发人深省的答案。

一段时间以来，秦岭北麓的违建别墅屡禁不
止，损害一方生态。从 2014 年 5 月到 2018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就“秦岭违建”作出重要批
示指示，牢牢扭住问题不放，一抓到底治乱象。随
着 1194 栋违建别墅被整治，秦岭的宁静和美丽开
始得以再现。

“一抓到底”，是治理顽疾的一剂良方，既是一
种科学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扎实的工作作风。拆

除违建、保护生态是这样，清除各领域的沉疴积弊，
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抓到底治顽疾，必先破除一个“私”字。一
些问题日积月累，少不了利益的盘根错节，往往牵
涉方方面面。如果只顾一己之私或“小圈子”的得
失，如果只看“背景”不问是非，必然这顾虑那嘀
咕，到头来畏首畏尾，啥也干不了。更不用说，有
些人自身就不干净，做事难免既无底气也无动力。

事多误于私，事成常在公。面对积弊，就得从
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作为标尺，摈弃私念、秉持公心，敢于
动真碰硬，用担当的铁肩膀诠释对党的忠诚。

一抓到底治顽疾，贵在一个“实”字。由于形
式主义走过场、官僚主义不作为等问题，导致一千
多栋违建别墅被漏报，整而未治、禁而不绝的现象
一度愈演愈烈，这个教训极其深刻。抓而不实，等
于白抓。在问题面前玩花活、做虚功，不下功夫解
决实际问题，这样的“假把式”是事业发展的大敌。

工作抓得实不实，其实有很多“试金石”。比
如，是否聚焦突出问题发力，落实是否不打折扣、

不搞变通，工作是否过得细、舍得下绣花功夫，是
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敢于较真，是否取得实效、
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等等。所谓“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治顽疾，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从正风反
腐到治理环境，从拔除穷根到清除壁垒，莫不如
此。唯有发扬钉钉子精神，拿出“不彻底解决、绝
不放手”的劲头抓下去，才能带来切实的改变，干
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据新华社）

省领导简单圈阅总书记批示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更是涵养八百
里秦川的一道生态屏障，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

一段时间以来，秦岭北麓不断出现违规、违
法建设的别墅，中央虽然三令五申、地方也出台
多项政策法规，但还是有很多人试图将“国家公
园”变为“私家花园”，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2014 年 3 月，秦岭违建别墅破坏生态环境情
况再次被媒体曝光。

2014 年 5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秦岭北麓
西安段圈地建别墅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陕西
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关注此事。

时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小燕披露
了收到批示后当地是怎么做的：“5 月 15 日，省委
办公厅收到中办督察室转来的总书记的重要批
示。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进
行传达学习，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简单地
批示：由省委督察室会同西安市，尽快查清向中
央报送材料。”时任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只是进行
了圈阅。

5 月 17 日，时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
记魏民洲批转时任西安市市长董军阅处。“看到
以后，我就在承办的文件单上又批了一段话，意
思是要求相关区县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全力抓好
落实。”董军说。

5 月 19 日上午，在会议间隙，董军将西安市
长安区、户县等区县领导召集到会议室外的走
廊，简单作了口头布置。

上千栋连片违建别墅被遗漏

在对相关区县领导作了口头布置后，董军在
随后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上没有传达、学习总书
记的重要批示，以至于参会的常务副市长岳华峰
直到一个月后才听说此事。“到六月份左右，我作
为市政府的班子成员，要参加相应的会议，通过
参加会议才听到了怎么调查啊、总书记怎么批的
这些事。”岳华峰说。

早在 2014 年 5 月 17 日，西安市就接到习近平
重要批示件，但直到 6 月 10 日，才成立“秦岭北麓
违建整治调查小组”，由已经退居二线的市政府
咨询员乔征担任组长。乔征说：“我可以尽我的
能力，去干我应该干的工作，但要动用西安的所
有政治资源、人力资源，我这个职务就达不到能
力标准了，因为我是个咨询员，又是退居二线，所
有参加小组的（成员）都是副手。”

调查小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违建别墅进行
了清查，并在7月向市里进行了反馈：经过全面清查
和各区县党政领导层层签字背书确认，违建别墅底
数已彻底查清，共计202栋。事实上，这202栋违建
别墅大多数是农民自建的违建别墅，早在该数据出
炉时，就有上千栋连片违建别墅被遗漏在外。

拿着这样一个清查结果，2014 年 7 月，西安
市委向陕西省委汇报：秦岭违建别墅完全查清，

共有 202 栋。省委照单全收，于 8 月向党中央报
告，202 栋的数据沿用了四年，直到 2018 年 7 月中
央派出工作组专项整治前。

整治弄虚作假督察走马观花

2014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
要批示，要求“务必高度重视，以坚决的态度予以
整治，以实际行动遏止此类破坏生态文明的问题
蔓延扩散”。对于总书记带有严厉批评的重要批
示，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仍然没有引起真正重
视。时任陕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省委常委会
上，仅提了原则性要求，要求西安市认真落实。

在西安市，时任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将原先
的调查组升格为调查处置组，点名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岳华峰担任组长。岳华峰说，“我很意
外，当时就给他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是总书记
亲自批示的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我觉得
应该由他来当组长。”

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魏民洲接受采访说，
“我当时考虑拆建这个事情，（是）经济方面的、违
建的，政府必须站到前面去。我觉得岳华峰责任
心也可以。”

“2014 年 11 月 14 日，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报
告称：202 栋违建别墅已全部处置到位，其中拆除
145 栋，没收 57 栋，比原计划提前 17 天。”魏民洲
说，“也派过督察组去督察过，但是并没有把 202
栋违建别墅都走完。”陕西省领导批示要求省环
保厅等部门成立督察组予以严格督办，但最后仅
由省环保厅一名副厅长带队，用一天时间看了四
个违建点。

虽然只是针对 202 栋违建别墅进行的整治，
虽然整治得并不彻底，但这并不影响当时的西安
市主要领导在《陕西日报》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宣
称“以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态度，彻底查清了违
法建筑底数，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全部完成”。

专项整治工作组副组长陈章永指出：“西安
市民明明看到秦岭山脚下大量违建别墅正在建
设，明明看到电视里、马路边大量别墅促销广
告，而当时西安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在媒体
上宣传‘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整治’，严重损害
了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
公信力。”

权钱交易导致边整治边违建

陕西省和西安市对秦岭违建别墅始终不查
实情、不出实招、不办实事、不求实效。针对这样
的问题，从 2015 年 2 月到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又作过三次重要批示指示，其中 2016 年 2 月
针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圈地建别墅问题专门强
调“对此类问题，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
底解决、绝不放手”。

不过，陕西省委并没有全面理解总书记“扭
住不放、一抓到底”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从
2015 年 2 月到 2018 年 7 月的近三年半时间里，陕

西省委共召开 151 次常委会、50 次专题会，省政
府共召开 73 次常务会，没有一次专门研究怎样做
到“不彻底解决、绝不放手”。

已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降为副厅级非领导
职务处分的时任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说，“当时
我们认为违规建别墅问题经过 2014 年的集中专
项整治，基本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贯彻总
书记 2016 年这个批示的时候，仅仅是从巩固成果
这个角度去看待这项工作，没有重新地全面地审
视一下。”

省市的做法，使得区县更加胆大妄为，户县、
长安区甚至将别墅建设当成年度重点项目大力
推进，产生边整治、边违建、禁而不绝的破窗效
应；也让一些干部趁机把官商勾结的盖子捂得严
严实实。徐令义就明确指出：“违建别墅能大行
其道，一些领导干部和管理部门的干部与开发商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重要的原因。”

张永潮，时任户县县长，2018 年 11 月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陕西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张
永潮说，“你收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家办事，嘴就
不好开了。因此这就导致了心里明白、事情比较
难执行下去，最后自己执行的时候，就打了折
扣。”张永潮承认，省、市对违建别墅清查整治走
过场让他在当时侥幸过关。

和红星，时任西安市秦岭办主任，2018 年 11
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陕西省纪委监委立案
审查，他表示：“拿了人家的钱，已经走上犯罪的
道路了，再去查处也下不了决心。”

抓住问题要害从政治纪律查起

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违建别墅
再作批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
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这是总书记
针对这个问题的第六次重要批示指示。

徐令义认为，总书记要求从政治纪律查起，
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违建别墅的发生和演变，最
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缺失缺
位、软弱无力，有关领导干部对政治纪律缺乏敬
畏，政治规矩、意识淡薄。

2018 年 7 月下旬，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治工

作组入驻陕西，与当地省、市、区三级政府联合开

展针对秦岭违建别墅的整治行动。中央工作组

发现，2014 年对 202 栋违建别墅整治之后，秦岭北

麓仍然不断出现违规新建别墅达六百余栋之多，

像群贤别业、达观天下、草堂山居、山水草堂等别

墅项目，甚至成为西安房地产的高端代表。

2018 年 7 月 31 日起，一场雷厉风行的专项整

治行动展开，清查出 1194 栋违建别墅，其中依法

拆除 1185 栋、依法没收 9 栋；网上流传甚广的支

亮（实为陈路）别墅全面拆除复绿；依法收回国有

土地 4557 亩、退还集体土地 3257 亩；实现了从全

面拆除到全面复绿；一些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被

立案调查。

徐令义指出：“这次专项整治，的确取得了良
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据央视）

治理顽疾就得一抓到底

一抓到底正风纪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整治始末

2018 年 7 月以来，“秦岭违建别墅拆除”备受社会关注。中央、省、市三级打响秦岭保卫

战，秦岭北麓西安段共有 1194 栋违建别墅被列为查处整治对象。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先后六

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这次拆违整治，中央指派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徐令义担任

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

地方上的违章建筑何以惊动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四年来就同一问题作出六次重要

批示指示？秦岭违建别墅这一沉疴顽疾始终得不到解决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政治问题？

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一审被判
处死刑

母亲遇害不是

杀人唯一动机

涉嫌受贿贪污
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
委原副主任邱大明被河北省
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邱
大明涉嫌受贿、贪污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河北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近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邱大明作
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最高检网站）

严重违纪违法
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
会原副主任火荣贵、武威市原副
市长姜保红被“双开”

新华社兰州 1 月 10 日电（王博 张智敏）记
者 10 日从甘肃省纪委监委获悉，经甘肃省委批
准立案的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
副主任火荣贵严重违纪违法案、武威市政府原
副市长姜保红严重违纪违法案，甘肃省纪委监
委均已审查调查终结，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
检察长田忠宝被查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田忠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基本控
制屯昌县城椰子批发生意，
帮助“菜霸”垄断市场而寻衅
滋事等，郭斌等人涉黑案昨
一审宣判

“黑老大”郭斌
被判死缓

省扫黑办发布通告

号召群众检举
黄鸿发犯罪团伙
违法犯罪线索

全省公安机关去年强力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打掉黑恶犯罪
团伙109个

夜间纠集人随意打砸他人店铺

海口7名恶势力
团伙成员获刑

（详见 10日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