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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披露秦嶺違建整治始末
權錢合污黑幕重重 習近平六次批示一查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
安報道）作為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線，橫亘
陝西中部的秦嶺，被譽為中國人的中央國家
公園，同時也是涵養八百里秦川的一道生態屏
障。然而近年來，秦嶺的好山好水卻成為一些
人覬覦的對象，他們用手中的金錢和權力，違規
建別墅，試圖將「國家公園」變為「私家花
園」。面對被嚴重破壞的秦嶺生態環境，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從 2014 年 5 月到 2018 年 7 月，先
後六次作出重要批示，秦嶺北麓猶如一塊塊疥癬的別
墅群才最終徹底得到整治。中央電視台 9 日晚間播出的新
聞專題片《一抓到底正風紀》披露了秦嶺北麓違建別墅的整
治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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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片回顧了 2014 年 3 月，媒體對秦嶺北麓
專違規別墅現象進行了曝光。5月13日，習近

平隨即作出第一次批示。然而接到總書記的重要
批示之後，時任陝西省委主要領導沒有在省委常
委會上進行傳達學習，也沒有進行專題研究，只
是簡單地批示省委督察室會同西安市委盡快查
清、向中央報送材料。時任省政府主要領導也只
是進行了圈閱。而到了西安市，這份重要批示也
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視，時任市委書記魏民洲
（去年 11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大筆一
揮批轉時任西安市長董軍閱處，董軍則借市政府
常務會的間隙，僅將長安區、戶縣等區縣領導召
集到會議室外的走廊，簡單作了口頭佈置，並沒
有在常務會上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批
示，以至於參會的常務副市長岳華峰直到一個月
後才聽說此事。

官員層層欺騙
在之後的清查整改工作中，西安市雖然成立了
「秦嶺北麓違建整治調查小組」，但卻由退居二
線的市政府諮詢員喬征擔任組長，「我是個諮詢
員，又是退居二線，所有參加我小組的（成員）
都是副手。要動用西安的所有政治資源、所有人
力資源，也可能我這個職務就達不到能力標準
了。」在所謂的認真核查之後，調查小組稱已全
面徹底查清，違規別墅共計 202 棟，其中大多數
為農民自建的違建別墅，而真正的上千棟連片違
建別墅卻被遺漏在外。

就是這樣一個拼湊的結果，在西安市委上報
後，陝西省委照單全收，並於 2014 年 8 月向中央
報告稱「202 棟違建別墅已得到徹底處置」。當
年 10 月 13 日，總書記又作出帶有嚴厲批評的重
要批示，然而陝西省委、西安市委仍然沒有引起
真正重視。時任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將原先的調
查組升格為調查處置組，點名岳華峰擔任組長。
2014 年 11 月 14 日，西安市委向陝西省委報告
稱：202 棟違建已全部處置到位，西安市主要領
導同時還在《陝西日報》聯合發表署名文章，宣
稱「以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的態度，徹底查清了
違法建築底數，違法建築整治工作全部完成。」

數據未經核實
然而實際上，不僅數字清查有問題，在整治督
查過程中，工作人員也是走馬觀花，甚至在上報
材料時，從西安市到陝西省，甚至沒有人對數字
進行過核實。「至於後頭給中央匯報徹底整治完
了，這些話都不實，絕對不實。」 喬征在專題片
中告訴央視記者。
從 2015 年 2 月到 2018 年 4 月，習近平總書記又
作過三次重要批示指示。並且強調「對此類問
題，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徹底解決、絕
不放手」。然而從 2015 年 2 月到 2018 年 7 月的近
三年半時間裡，陝西省委共召開 151 次常委會、
50次專題會，省政府共召開73次常務會，竟然沒
有一次專門研究怎樣做到「不徹底解決、絕不放
手」。

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全會並發表講話。

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指
出，去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反腐敗
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
成果。」同時，會議重申「反腐敗鬥爭形勢依
然嚴峻複雜，全面從嚴治黨依然任重道遠」，
並強調「要有力削減存量、有效遏制增量，鞏
固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而黨的十九
大的表述是「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
並鞏固發展」。從形成「壓倒性態勢」到取得
「壓倒性勝利」，這標誌着中國反腐鬥爭成果
正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轉變。
他表示，要鞏固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

5 月 17日
時任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批轉時任西
安市長董軍閱處

2014年 10月 13日
■作出第二次重要批示，「務必高度重視，以
堅決的態度予以整治，以實際行動遏止此類破
壞生態文明的問題蔓延擴散。」

5 月 19日
西安市政府常務會間隙，董軍僅召集區縣
領導，在走廊簡單作了口頭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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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陝視察時強調在保護生態環境上不
能手軟，不能產生「破窗效應」。

市政府常務會議才傳達

6 月 10日

2016年 2 月 27日

西安市才成立「秦嶺北麓違建整治調查
小組」，由退居二線的市政府諮詢員擔
任組長

■習近平強調「對此類問題，就要扭住不放、
一抓到底，不徹底解決、絕不放手」。

2018年 4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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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專門作出重要批示時再次強
調，秦嶺是中國重要生態安全屏障之一。

「調查小組」反饋，經過全面清查和
各區縣黨政領導層層簽字背書確認，
違建別墅底數共計202棟，事後證明
這個數字遠遠少於實際違建數字

2018年 7 月
■習近平總書記對秦嶺違建別墅作出第六次批
示：「首先從政治紀律查起，徹底查處整而未
治、陽奉陰違、禁而不絕的問題。」

的責任。」 和紅星同時稱，拿了人家的錢了，
也就沒有再去下決心去查他們了。
基層官員的放任不管讓違建別墅氾濫。中央
工作組發現，2014 年對 202 棟違建別墅整治之
後，秦嶺北麓仍不斷出現違規新建別墅達 600
餘棟之多，一些別墅項目甚至成為西安房地產
的高端代表。而在這場鬧劇中，張永潮、和紅
星這些手握實權的官員，非但沒有盡責，反而
推波助瀾，最終造成嚴重後果，等待他們的將
是法律的嚴懲。

中紀委全會今召開 部署反腐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十九
屆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今起至 13 日在京召開，
將為全年黨風廉政和反腐敗工作制定目標、
作出具體部署。此間北京專家認為，今年的
工作，將把黨內政治建設作為根本性建設，
堅持嚴字當頭、全面從嚴、一嚴到底，持之
以恒正風肅紀，繼續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此
外，反腐敗鬥爭已取得壓倒性勝利，下一步
將繼續提高反腐敗工作法治化規範化水平，
實現依規治黨和依法治黨的統一，為全面從
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向縱深發展提供有力保
證。
按照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安
排，十九屆中紀委三次全會於2019年1月11日
至 13 日舉行。根據慣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將在此次全體會議上

陝西省委辦公廳收到中辦督察室轉來的習近平的批示

■首次就秦嶺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別墅問題作出
重要批示，要求陝西省委省政府關注秦嶺北麓
西安段圈地建別墅問題。

利，必須繼續提高反腐敗工作法治化規範化
水平。今年的工作將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制
度的建設，包括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所引起的
一些制度需求，如完善監察委員會進一步運
作的工作機制、工作規則、一些必要的法治
程序，以及基本性的黨內法規，如修訂完善
問 責 條 例 等、 使 黨 內 法 規 制 度 更 加 健 全 完
善。以此實現依規治黨和依法治黨的統一，
為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向縱深發展提
供有力保證。
此外，北京專家認為，中紀委全會召開之
際，央視黃金時間播出《一抓到底正風紀——
秦嶺違建別墅整治始末》，顯示今年的工作，
將把黨內政治建設作為根本性建設，堅持嚴字
當頭、全面從嚴、一嚴到底，持之以恒正風肅
紀，繼續淨化黨內政治生態。

8月
陝西省未經核實便呈報中央

資料來源：綜合央視新聞及人民網

村民：綠水青山才是秦嶺

己的那種私利，和自己的那種私慾膨脹，這個
就佔了上風了。」 張永潮在專題片中表示。
而時任西安市秦嶺辦主任的和紅星如今也是
懺悔不已。這位曾經的明星官員，西安城市的
設計師，當年是何等的意氣風發，然而當秦嶺
別墅開發這種投機行為徹底失敗之後，如今的
和紅星滿頭白髮異常蒼老。「我懺悔。在這裡
邊，沒有盡到我自己的責任，確定感受到自己
在這裡邊，一個是沒有管好，二是收人家的錢
以後也放鬆了。所以我感到我自己有不可推卸

5 月 15日

2014年 5 月 13日

官商勾結 違建氾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張仕珍 陝西
報道）中央紀委副書記徐令義在專題片中稱，
違建別墅能大行其道，一些領導幹部和管理部
門的幹部與開發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是重要
的原因。
在一片轟隆隆的拆違聲中，2018 年 11 月原
西安市戶縣縣長張永潮應聲落馬。「你收了人
家的錢就要給人家辦事，把權力和開發商的利
益一旦結合，就把該給人民辦事、執行黨的路
線方針政策的大事情，就撂到一邊了。就以自

首次批示後 陝西消極應對

總書記六度批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
道）去年 7 月下旬，中央專門派出專項整治工
作組入駐陝西，與當地省、市、區三級政府聯合
開展針對秦嶺違建別墅的整治行動。7 月 31 日
起，一場雷厲風行的專項整治行動在秦嶺北麓西安
境內展開：違建別墅查清一棟拆除一棟，然後復綠復
耕。

拆除千餘棟違規別墅

據央視專題片稱，在這場秦嶺保衛戰中，共清查出 1,194 棟
違建別墅，其中依法拆除 1,185 棟，依法沒收 9 棟；網上流傳
甚廣的支亮別墅（實為陳路別墅）全面拆除復綠；依法收回國
有土地 4,557 畝、 退還集體土地 3,257 畝；實現了從全面拆除
到全面復綠；一些黨員幹部因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今，放眼望去，秦嶺又煥發出了
以往的生機與活力，重回昔日安寧。對於秦嶺周邊的村民來
說，與售價逾千萬元的別墅相比，綠水青山環繞，最是心曠神
怡。
當地村民表示，違規別墅拆完後，佔地轉變成和諧公園了，
從路上往北邊看，視線開闊，感覺也沒有那麼壓抑。全部栽樹
栽草了，綠水青山真好。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
亦表示，要用我們的實際行動，堅決反對不敬畏、不在乎、裝
樣子、喊口號的問題。

■網上流傳甚
廣的支亮別墅
（實為陳路別
墅）。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