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问题

来源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1 

国家

自然

资源

督察

西安

局 

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未完成 

完成秦岭

区域自然

保护区勘

界立标 

1.按照勘界立标有关标准和规范开

展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2.各

自然保护区编制勘界立标成果报

告；3.组织专家对成果报告进行评

审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2020年底 

我市管理的域自然保护区共 4个：陕西

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老县城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黑河珍稀水生野

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周至黑

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目前，上述 4

个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已经全部完

成。 

2 

2019

年省

秦岭

生态

环境

突出

问题

整治

工作

台账 

完成秦岭北麓违建项目档案地理

信息系统建设 

完成秦岭

北麓违建

项目档案

地理信息

系统建设 

与市档案馆密切配合，完成秦岭北

麓违建项目档案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工作，在秦岭北麓违建项目专项整

治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档案信息

系统数据库，达成专项整治工作全

面档案信息的多维展示和远程查

询。 

2019.06.30 

完成了包括建成和在建、且有别墅类项

目，未开工项目，新发现问题项目的档

案地理信息建设。档案内容涵盖审计统

计类、整治工作类、执纪问责类、法务

政策处置工作类和特殊载体类。该档案

地理信息系统于2018年10月开始建设，

2019年 1月 24日完成了全部档案资料

的推送和上线。 

3 

省委

环保

督察 

西安市有 24家采（石）矿点未注

销采矿证等相关证照 

依法依规

对24家企

业的采矿

证等相关

证照予以

依法依规对24家企业的采矿证等相

关证照予以注销 

2017年 12

月底 
24家采石矿点采矿许可证已全部注销 



注销 

4 
省委

巡视 
学习浮于表面，没有领会精髓要义 

明确13个

矿权处置

措施 

明确 13个矿权处置措施 2019.12.31 

2019年 10月 12 日，市资源规划局市生

态环境局联合印发《西安市矿山综合整

治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0年底前秦岭

地区（剩余 13个）矿权全部退出 

5 

省委

巡视、

省委

环保

督察 

黑河水源地马鞍桥项目未关闭 

依法加快

关闭黑河

水源地马

鞍桥金矿 

依法加快关闭黑河水源地马鞍桥金

矿 
2025.12.31 

2017年 12月 19 日，原陕西省国土资源

厅印发《关于注销周至马鞍桥金矿采矿

许可证的通知》，对马鞍桥金矿采矿许可

证予以注销。 

6 
省委

巡视 

政治站位不高，有关定向推动工作

有偏差；瑞德宝尔矿山撤销矿业

权、依法依规退出等工作尚未展开 

 

依法撤

销、注销

瑞德宝尔

项目相关

许可和证

照 

依法撤销、注销瑞德宝尔项目相关

许可和证照 
2019.12.31 

2019年 8月 20日，原市国土资源局鄠

邑分局印发《关于注销采矿许可证的通

知》，对黄柏峪建筑石料矿采矿许可证予

以注销。目前，鄠邑区政府已对黄柏峪

建筑石料矿矿山未动用储量对应的价款

已退还。 

7 

国家

自然

资源

督察

西安

局、省

委巡

视 

《矿业权退出补偿管理办法》尚未

出台，矿业权退出补偿工作尚未实

质性启动 

 

完成秦岭

矿业权退

出 

2020年底前完成秦岭矿业权退出 2020年底 

2019年 6月 28日，市资源规划局市财

政局联合印发《西安市矿业权退出管理

办法》。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关

于商请测算秦岭生态保护区域矿业权退

出价款退还及补偿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

的函》（陕自然资函〔2020〕42号）要

求，对我市秦岭北麓矿业权退出补偿所

需费用进行了摸底测算，并上报申请补

偿资金，市资源规划局市财局联合印发

《西安市秦岭北麓采矿权出让收益退还



工作实施方案》，目前，该项工作已争取

到部分中、省资金，并已下拨区县用于

价款退还。 

8 
省委

巡视 
制度建设滞后 

制定秦岭

北麓村镇

规划 

进行任务分解，明确工作任务及完

成时限；多次下发督导函、赴区县

现场检查督办，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2020.12.31 

2019年 6月底，已指导沿山 6区县、高

新区完成秦岭北麓范围内村镇规划编制

工作，根据《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工作实施方案调整意见》（市委

秦管会发〔2020〕1号）文件精神，附

件 1《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

制工作已完成任务情况表》中第 50项任

务“编制村镇规划和完善村镇建设规划”

已完成任务。 

9 

省委

巡视、

省委

工作

专班

综合

组“回

头看” 

贯彻总书记重要批示不严肃。市委

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违

建别墅问题六次重要批示指示政

治不清醒、态度不坚决、行动不迅

速。中办下发《通报》后，对《通

报》中提出的修订保护条例、划定

保护红线、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等工作，深入研究不够，推进落实

比较慢。 

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 

编制完成《西安市生态保护红线评

估调整自查报告》 
2020.12.31 

我局在前期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基

础上，已编制完成《西安市生态保护红

线评估调整自查报告》，并通过 2020年

8月 27日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和 9月 11

日省自然资源厅技术审查，省厅将汇总

后的省级生态保护红线成果上报自然资

源部进行审查。10月 14日、11月 15

日自然资源部和省厅两次反馈审查意

见，我局根据反馈意见，11月 27日将

修改完善后的成果数据上报省厅，经省

厅审查通过后已报自然资源部。 

10 
省委

巡视 

宣传教育不力。宣传广度和深度不

够，动员群众参与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还有差距，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

加大对秦

岭生态环

境保护的

1.充分运用报刊、电视、广播、网

络等媒体平台，深入宣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

2020.12.31 

1.积极在市资源规划局门户网站和政务

新媒体刊发宣传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截

至 12月底，市资源规划局门户网站政务



现象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处理涉及

野生动植物刑事案件 50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74人。对涉及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的网络舆情重视不够，

处置不及时，2017年 3月《陕西

日报》要情、6月新华社《国内动

态清样》反映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

题，市委、市政府没有认真调查分

析，也没有聚焦违建别墅及时采取

整治措施。 

宣传力度 建设的决策部署宣传省市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等。2.在《西安日报》、

西安广播电视台和政府门户网站开

设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栏。3.利用

每年 2月 15日西安市生态日、3月

秦岭保护宣传周、4月 22日世界地

球日等节点，广泛开展环保志愿服

务和公益活动。4.建立宣传引导协

调机制，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强化舆

论监督，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及时

通报曝光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推动工作落实。 

信息上共发布关于《西安市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宣传相关工作稿件 172篇，

官方微信和微博共发布 96篇。2.积极向

中央、省、市级新闻媒体推送。我局先

后被新华网、西部网、三秦网、西安日

报等多家媒体共采用 385篇。3.每个主

题日组织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印发知识

手册，宣传海报、环保志愿服务等多项

活动举措，提高广大群众的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动员和号召全社会加入到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4.印发

关于开展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第七

个宣传活动开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