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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11月23日电 针对一些城
市热衷挖湖造景，占用耕地、破坏生态、乱象丛
生的问题，中央和有关部门去年以来多次提出
整改要求。记者近日实地走访陕西、河南、宁
夏等地，对部分被自然资源部点名督办要求整
改的项目进行了探访。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整改取得了一定成
效，挖湖造景歪风得以遏制。与此同时，一些
地方在工程收尾、土地复耕等方面依然有不少
问题待破解。

多地积极整改多地积极整改：：部分项目被叫停部分项目被叫停，，部分项部分项
目复耕蓄洪目复耕蓄洪

今年1月，自然资源部通报2019年耕地保
护督察有关情况时指出：“2017 年以来，有
1368个城市景观公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泊
湿地公园、城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办理
审批手续，涉及耕地 18.67 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5.79万亩。有的甚至破坏耕地挖田造
湖、挖田造河，凭空建设人工水景。”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少华湖水利风景
区项目，因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曾被自
然资源部通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该景
区指示牌、路标、项目介绍牌等已被拆除，
部分已被开挖的湖岸工程停工，水面中隐
约可见拆除后的水泥桥墩痕迹。

当地干部介绍，风景区项目被撤销后，
少华湖已回归蓄滞洪区功能，占用的139亩
基本农田全部复耕；加之原本用于扩展水
面和配套工程的耕地复耕，累计复耕700余
亩。

除了少华湖，渭南市在“秦东水乡”整
治中，还对华阴市太华湖、富平县石川河、
温泉河等 5 个项目进行整改，拆除景观设
施，恢复蓄滞洪区功能，复耕复种，回填水
面，恢复自然河道。此外，一些项目被叫
停。合阳县太姒湖等项目以及白水县水系
水景工程、卤阳湖开发区天子湖等9个未实
施项目，均被撤销。

位于宁夏石嘴山市的星海湖，历史上
是自然形成的滞洪区和湿地。2003 年，石
嘴山开始实施星海湖综合整治工程，常年
性水面达23平方公里；黄河水成为最主要
的补水源，年均需补充黄河水约2000万立
方米。今年 6 月 11 日，宁夏水利厅停止向
星海湖补黄河水，后续不再补黄河水。记
者绕湖走访时看到，星海湖水位已经下降，
部分区域裸露出一些小岛和滩涂。

一些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对项目进行分
类处理。河南省提出，对未纳入规划、手续
不齐全的已建成项目，确需保留的项目加
快完善相关手续，补齐项目建设要件；问题
较大的项目重新研究论证；对前期手续不
齐全的在建项目，一律暂停项目建设，待手
续办理齐全、整改完善后再予实施。

遗留问题遗留问题：：半拉子工程半拉子工程、、土地复耕难土地复耕难、、
财政压力大财政压力大

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地整改工作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出现的“纠错后遗
症”需要高度关注。

——一些项目整改后全面停工，影响
民生功能发挥。记者在少华湖走访时看
到，整改后恢复蓄滞洪区功能的少华湖，其
环湖道路并未完成施工，且处于停工状
态。据了解，围绕少华湖的环湖道路，是分
洪蓄滞工程的一部分，需要完成硬化才能
保证少华湖的防汛功能。但附近村民表
示，少华湖环湖路只修到了一半，现在还是
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车辆行人很难通
行。

当地干部介绍，由于被自然资源部通
报整改，少华湖整体规划需要重新制定，其
中涉环湖道路的规划设计也需要重做，环
湖道路的修建因此被叫停。

——部分土地复耕复绿难度大，出现
撂荒。渭南市大荔县南湖已形成大片水
面，湖面西侧一片目测有数十亩的土地撂
荒。南湖所在的石槽乡马二村村民说，村
里被征收土地百亩左右，原本用于湖面扩
大和地产开发；南湖项目被整改前，这片地
已处于撂荒状态，整改后仍没有使用。

合阳县太姒湖项目被叫停后，原项目
用地已无法耕种。合阳县城关街道官庄社
区 6 组村民表示，太姒湖项目征用 6 组 370
亩土地，目前全组仅剩26亩地。湖虽然不
建了，但熟土层被挖走，复耕难度大，恢复
需要时间。

——一些地方面临较大财政压力。由

于水流动性差、水质不稳定、湖水自净功能不
足，星海湖生态系统未形成良性循环，更多依
靠人工换水、补水、清淤等方式，每年需投入大
量资金；当地政府决定，今后将中水作为主要
补充水源，但中水治理成本也不小。

记者了解到，从一些地方最初公布的项目
申报审批和招商信息看，许多项目采取与社会
资本联合开发形式进行，期望以未来商业开
发、土地出让等形式完成项目回款。但部分项
目整改后，后续资金回笼存在一定困难。
整改需加速深入推进整改需加速深入推进，，后续问题需妥善处理后续问题需妥善处理

“我们不支持把黄河水用在这些方面，对
此应当加强监管和规范。”针对近年来部分地
区出现引黄河水造人工湖、人工湿地的情况，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水资源
处处长薛建国表示，黄河流域水资源贫乏，黄

河水资源分配，首先要保障工农业生产和居民
生活用水。

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佩成认为，一些缺水的地方挖掘人工
湖，背后是政绩冲动作祟。

今年4月，陕西省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在
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脱离实际造景造湖专项
治理工作。渭南市委、市政府已向陕西省委作
出书面检查。19 人被追究责任，其中厅级干
部4人，处级干部12人，科级及以下3人。

11月2日，陕西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要求完善
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严禁
实施“挖湖造景”“移石造景”“过度亮化”等政
绩工程、形象工程。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石英认为，“挖湖

造景”整改，需要对现实情况具体分析，科学研
判。项目如果已经叫停了，能不能恢复、怎么
恢复都要做精细规划，不能简单“一填了之”，
要高度重视后续遗留问题的解决。

一些专家也建议，在严格项目审批、严控
类似现象再度发生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未完
成整改项目的督促落实，妥善解决生态复绿、
防洪工程完工等遗留问题。

李佩成和石英建议，在“挖湖造景”项目整
体叫停后，应尽快对项目中的违规部分、景观
部分和民生需求部分进行切割；如果地方有实
际民生需求，例如水利蓄洪需求，应尽快重新
进行科学论证，保障民生工程能真正为民所
用。由于一些土地已经撂荒数年，熟土层遭到
破坏，当地政府需要组织开展土地整理工作，
尽快恢复土壤营养。

追踪部分地区整改挖湖造景

11月23日，在吉林省吉林市，游客在松花江畔阿什雾凇长廊观赏雾凇。
当日，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阿什雾凇长廊的雾凇景观吸引不少游客赏景拍照。

新华社发（朱万昌 摄）

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记者袁全 史依灵）
记者23日从上海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浦东机场货运单位人员已完成核酸
检测11544人，结果均为阴性。上海近期确诊的病
例都与机场货运区有关，不涉及客运区域。

22日晚，上海机场集团组织力量对浦东机场
货运单位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截至23日上午9时
30 分，累计采样 17719 人，已完成核酸检测 11544
人，结果均为阴性，其余6175人的样本尚在检测过
程中。

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记者袁全 程思琪）记
者在23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上海已开展冷链食品采样检
测13万余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许瑾介表示，上海
将继续加强对冷链食品全流程闭环管控工作，并
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一是督促指导相关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落实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核酸检测
和消毒，落实食品从业人员防护等措施。二是市
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三点一库”全覆盖检查，加
强流通环节冷链食品监管。三是继续加强食品和
外包装风险监测，聚焦重点场所（大型批发、零售
农贸市场和超市）、重点环节（生产、加工、销售）、
重点产品（水产品和肉禽类），开展核酸检测，做到

“应检尽检”。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3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2020年
10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9309起，处理13442人（包括57名地厅级干部、737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79人。

根据通报，今年10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4946起，处理7355人。其中，查处“在
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
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3937起，处理5849人。

根据通报，今年10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4363起，处理6087人。其中，查处违规
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1264起，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问题1008起，违规吃喝问题883起。

新华社北京11月 23日电（记者白
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3日发布“关于加
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
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
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要通
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
施，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
年用户的打赏功能。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电商
直播平台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为违法
失德艺人提供公开出镜发声机会，防范
遏制炫富拜金、低俗媚俗等不良风气在
直播领域滋生蔓延，冲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污染网络视听生态。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
直播间节目内容和对应主播实行标签分

类管理，按“音乐”“舞蹈”“健身”“游戏”
“旅游”“美食”“生活服务”等进行分类标
注。根据不同内容的秀场直播节目特
点，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优罚劣管理
措施。

通知指出，对于多次出现问题的直
播间和主播，应采取停止推荐、限制时
长、排序沉底、限期整改等处理措施。对
于问题性质严重、屡教不改的，关闭直播
间，将相关主播纳入黑名单并向广播电
视主管部门报告，不允许其更换“马甲”
或更换平台后再度开播。

通知要求，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
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平台应
对“打赏”设置延时到账期，如主播出现
违法行为，平台应将“打赏”返还用户。

新华社天津11月23日电（记者王井怀 梁姊）
记者23日从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截至11月23日15时，滨海新区核酸检测累计
完成采样244.73万份，采样工作基本完成。同时，
当地已检测样本233.40万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滨海新区于11月21日上午开始，对滨海新区
全体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王子
铭 孙少龙）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23日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督促
指导农村低保标准稳步提高，目前全国
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为每人每年 5842
元，市县一级的农村低保标准现已全部
达到或超过扶贫标准。

围绕兜底保障，民政部社会救助司
司长刘喜堂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制定
政策，将低收入家庭重病重残人员参照

“单人户”纳入低保；将特困救助供养覆
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到 18
周岁；对生活困难但失业保险政策、低保
政策没有覆盖到的失业人员，发放一次
性临时救助金。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
实施临时救助74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幅达56%。

记者了解到，针对湖北等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地区，资金支持力度也相应加
大。中央财政今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分配给湖北省的涨幅达到38%，补助总
金额达 89.7 亿元。同时，民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通过优化、简化申请流程，畅通救
助渠道，增发价格临时补贴等政策，加强
了对受疫情影响贫困人口的救助帮扶力
度。

如何从源头预防和治理“人情保”
“关系保”等乱象，提高低保救助精准度？

连续三年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规
范低保等社会救助的公示、评议等环节，
在社会救助申请审批过程中形成制约机
制，加强基层经办服务能力建设……刘喜
堂介绍，“整治、公开、制约、筑底”八个字
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相关工作、有效遏制低保
乱象的重要思路。

吉林雾凇吉林雾凇

广电总局加强网络直播管理

封禁未成年用户打赏功能

当前我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年5842元

上海冷链食品采样检测13万余件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浦东机场已完成核酸检测11544人

结果均为阴性

天津滨海新区检测核酸样本超230万份

均为阴性

10月份1.3万多人

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