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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政府是动真格了！”7 月 30 日开
始的陕西省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已历时两个多月，大量
违规建设在青山绿水间的私人别墅被拆
除。西安市长安区和鄠邑区是秦岭北麓地
区违建别墅项目较多的，截至 10月 9日，两
个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600多栋。

中央高度重视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
建别墅问题，目前，一场旨在彻底整治这一
乱象的秦岭环境保护攻坚战正在全面展
开。专项工作分清查、整治、追责等几个阶
段，违法建设别墅查清一栋拆一栋。

全面拆除违建别墅，主要涉私自建、以
旅游名义建、用地不合法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保人员在周边拉
起了警戒线，待拆别墅前破拆机和洒水车
在作业，轰鸣声中，一栋栋别墅陆续被拆
除。

秦岭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有着“国
家中央公园”和“中国绿肺”之称。然而，
近年来，秦岭北麓地区不断出现大量违规
建设的别墅。自 7 月底至今，一场雷厉风
行的专项整治行动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展
开。

目前，长安区共拆除违建别墅 280栋、
面积 17.5 万平方米；鄠邑区共拆除违建
355栋、面积 12.7万平方米。

“‘群贤别业’违建项目位于祥峪村，占
地 17.53公顷，建筑面积 3.9万平方米，总共
65 栋别墅全部被拆除。”东大街道办事处
主任杨明说。据悉，“群贤别业”违建项目
是长安区确定的 15 个违建别墅项目里首
个被拆除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秦岭违建别墅中，一
些是私人购买宅基地私自建设的，一些是
开发商以旅游开发的名义取得了建设许
可，暗地里却行别墅建设之实，还有一些是
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用地手续。

违规开发屡禁不止
为保护秦岭，2003年陕西省政府下发

的 《关于开展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秦岭北麓区域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修建商品住宅和私人别墅。”但仍
有一些人盯上了秦岭的“好山好水”，违
规建成的别墅导致大量耕地、林地被圈
占。

多年来，陕西省和西安市曾相继出台
《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西安市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法规，并对部分
违建别墅进行过拆除，但没能刹住这股风。

在此次整治之前，秦岭北麓西安境内
环山路沿线分布着别墅小区。这些别墅区
有的紧挨山体，有的沿河而建，有的则直接
坐落在缓坡上，一些别墅项目将售楼广告
竖立在进山的必经之路上。

记者今年 7 月采访看到，秦岭北麓一
些地区还分布着正在建设的别墅区。在一
处别墅区的二期项目工地上，坐落着上百
栋已经基本建好的别墅。

目前，西安市成立 57个专项工作小组
和拉网式排查工作小组，在摸清违建别墅
底数的同时，聚焦违规项目涉及的违规供
地、未批先建、批建分离、批小建大等突出
问题。

“环保风暴”向宝鸡等5市延伸，还青
山绿水于百姓

在破拆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栋
栋违建别墅的钢筋混凝土墙纷纷倒塌。“这
下出门就能看见青山，心情舒畅了！”一位
住在附近的村民说。

拆除别墅的目的之一是还地于民。9
月 5 日，鄠邑区政府部门将拆除违建别墅
复垦的 1.632 公顷土地移交给蒋村镇白龙
沟村。鄠邑区将白龙沟村这个地块上的
12 栋违建别墅拆除，垃圾清运完毕后进行
深翻、平整、追肥等一系列工作，通过了相

关部门验收，符合种植条件。白龙沟村党
支部书记李树林说，“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协
助我们种上了油菜。”

在很多别墅拆除后的开阔地块上，复
绿、植绿工作已经展开。当地林业部门选择
适合秦岭自然条件的特色树种，合理搭配
乔、灌、花、草等多种植被，因景配绿，努力恢
复秦岭山青、水净、坡绿的生态大环境。

10月 6日，记者看到，“群贤别业”的拆
除工作已经完成，别墅群拆除后的开阔地
带上，复绿工程正在展开。长安区计划将
这里打造成免费对市民开放的“秦岭和谐
森林公园”。

“我们这里本就是山青水秀的好地方，
别墅拆除后，修建公园是件大好事。”祥峪
村村民周社利高兴地说，大家又可以在家
门口看山看水了。

此次“环保风暴”还向宝鸡、渭南、汉
中、安康、商洛 5 市延伸，这些市均已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对秦岭区域违法建筑
和破坏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
违建别墅、违法采矿、采伐毁林等行为坚决
予以打击。

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全面做好秦
岭各市保护区内违规建筑整治工作，严厉
打击非法采石、乱采滥挖等行为。同时，陕
西正着力研究完善政策法规，建立长效机
制，进一步规范秦岭保护和利用。

新华社西安10月11日电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 “王复
生是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他是一
个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者，是云南人
民的优秀儿子。”云南省祥云县“红色
传承”教育基地管理中心主任王锦琼
介绍烈士王复生的事迹时，总是满怀
深情。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896年 9月出
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17 年考入北京
大学文科预科班。受五四运动和新文
化思想的熏陶，王复生开始接受马克思
主义。1920年 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
王复生与邓中夏等 19 人发起成立了中
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
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等地积
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
和学生运动。

1920年 11月，李大钊建立北京社会
主义青年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
员之一。1921 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王复生
还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领导的早
期北方工人运动。1921 年秋，王复生
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陕西华县、绥德
和广州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克
思主义。与此同时，王复生引领自己
的两个弟弟王德三、王馨廷先后走上
革命道路。

1926 年 4 月，王复生被党组织派往
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5月，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受党组织派遣，
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云南省
临时党部，积极配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开展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王复生遭军阀逮捕，后被营救出狱。

1928 年 6 月，王复生按照党中央指
示前往东北，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
开展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
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王复生遵照党组
织的安排，在齐齐哈尔、汭河、黑河一
带，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
活动，帮助解决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
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同时，利用各种
社会关系开展抗日宣传，积极发展党
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6 年 6 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实行
“大检举”、大搜捕，大肆逮捕抗日爱国
人士，疯狂镇压抗日力量，王复生不幸
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日寇对王复生进
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胸骨、肋骨、腿
骨全都被打断，逼他说出党组织和抗
日活动情况，但王复生视死如归，始
终严守党的机密。 1936 年 8 月 15 日，
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
杀害，时年 40岁。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王复生奔走
于云南、北京、陕西和黑龙江等地。面
对酷刑，他严守党的机密，展现了共产
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铮铮铁骨，保持了共产党人宁死不
屈、视死如归的自我牺牲精神。

秦岭北麓600多栋违建别墅被拆
“环保风暴”还青山绿水于百姓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王复生
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针对美方

近期将中国经济发展归功于美国对华的
贸易投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
表示，美方言论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事实，
混淆视听。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中
国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得来的。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回应的。中方数据显示，自
1987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国累计实
际利用外资 20026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
投资 813.6亿美元，占 4.06％。

“我们不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贡献，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
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靠中国人民自己

奋斗干出来的。”他说。
高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

经贸合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向
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
的贡献有目共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统计，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30％。据世贸组织
统计，自 2001年至 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
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3.8％增加
到 10.2％，服务贸易进口比重由 2.7％增
加到 9.1％。

他强调说，中国从来没有、永远也不
会搞所谓的“经济侵略”。相反，中方希望
与所有经贸合作伙伴共享机遇，共同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
长。

高峰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中国经济
在开放条件下向高质量发展。

针对美方指责中方采取所谓的与自
由和公平贸易不相符的政策工具，高峰
表示，我们始终恪守世贸组织的基本原
则和规则，希望美方不要为推行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寻找借口，应该以建设性
方式，采取务实举措，真正维护中美经
贸合作的良性发展，维护全球经济复苏
的势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针对美方
近期称中方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涉及干涉
美国内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日表
示，这是中方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应，无意干涉
美国内政。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强调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
摩擦，为维护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方不愿

打贸易战。中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
展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
决心也不会改变。

美方还有声音指责中方在贸易摩擦中
试图以威胁方式影响美国商界领袖，对此
高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始
终是欢迎的，相信他们自有评判。

“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领
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他

说。
美方还称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以

逼迫中方进一步开放，高峰回应说，美方霸
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对中国不起作
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干预别
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级贸易摩
擦无助于双方分歧解决。同时，从总体上
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没
有改变，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正在迈向高

质量发展。
他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

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是正常的。建交
近 4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波折，
但双方都能通过对话与磋商妥善解决分
歧，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本质，保持前行。
希望美方不要误判形势，在平等、诚信、互
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双
边经贸分歧。

商务部：

商务部：中国的发展来自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99月月66日日，，大型机械对大型机械对““群贤别业群贤别业””内的别墅进行拆除内的别墅进行拆除（（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中方反制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