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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批示
要求立即
全面深入调查

连线

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河
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2月
21日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对侵占生
态保护红线违法违规房地产项目，
全面摸底排查， 彻底整改到位，依
法依规依纪查处。 坚持边查边改，
切实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
不彻底不放过。

河北省要求，对排查发现的问
题， 要立即制止违法违规行为，能
够立即整改的，要立行立改；需要
一定时间的， 要对照问题台账，逐
一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在3月
底前整改到位。 坚持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对存在的各类问题严格处
置到位。

按照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
清单的“三线一单”制度，严格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刚性约束，严格规
划、土地、项目审批，严格安评、环
评，严格落实施工许可和商品房预
售许可制度，坚决遏制损害生态环
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监管不力问题，河北省要
求严禁房地产建设项目侵占生态
保护红线，明确监管责任，强化部
门协同，严格监管执法，杜绝监管
盲区，对违法违规项目，做到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
间查处，并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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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调查了解， 石家庄
丽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
土地后， 在未取得规划与施工
许可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违法
进场施工。 建成部分实际占地
229亩，其中210亩在出让的300
亩土地范围内，属于合法用地；约
19亩超出了出让用地范围，属于
违法占地。

“西美金山湖”项目目前
共建成160余栋低层建筑，其
中也发现了1栋独栋住宅，此
外还有婚庆广场等配套设
施。

“西美金山湖”项目方负责

人回应说，拿地后如果超过一定
时期不建设，土地就可能被收回，
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企业在该
项目上已累计投入10多亿元，考
虑到资金压力，他们卖出过一批
房子，后来因为给业主办不了证，
又陆续开始退房。

鹿泉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西美金山湖” 项目取
得土地手续后， 开始出现未批
先建违法建设行为， 区国土、
规划、 住建等有关执法部门多
次依法进行查处， 但项目开发
单位持续违法进行施工，至
2016年上半年基本建成现状。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
公开宣判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周春雨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滥用职
权、内幕交易案，对被告人周春雨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以隐瞒境外存
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以滥用职
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以内幕交
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亿六千万元，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亿六千一百万元。对周春雨受贿、内
幕交易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周春雨当庭表示服
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7年春
节前， 被告人周春雨利用担任中共安
徽省委办公厅秘书， 安徽省财政厅副
厅长，安徽省马鞍山市副市长、市长，

安徽省蚌埠市市长， 中共蚌埠市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在企
业收购、项目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
单位负责人给予的财物， 折合人民币
共计1365万余元； 周春雨在担任中共
蚌埠市委书记期间，违反国家规定，对
陆续存放于境外银行的美元412万余
元隐瞒不报； 其在担任蚌埠市市长期
间，徇私舞弊，违反规定，决定向有关
公司返还土地出让金6.65亿余元，给国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周春雨
还利用担任马鞍山市市长、 中共蚌埠
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 在获悉多家上
市公司的相关内幕信息后， 作为知情
人员，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
上市公司的股票， 累计成交金额人民
币2.7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59亿
余元。 ■据新华社

河北全面调查石家庄“西美金山湖削山造地建别墅”事件

“削山建别墅”为何一直查一直建

连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
鹿泉区“西美金山湖”项目涉
嫌违规“削山造地建别墅”事
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河北省
主要领导批示要求立即组成
调查组全面深入调查，坚决依
法依规依纪查处，石家庄市联
合调查组已进驻鹿泉区展开
全面调查。 目前，“西美金山
湖”项目现场已拆除违法建筑
10余栋。

涉事项目是否存在违法
开工、无证销售情况？是否触
碰生态红线？是否存在监管查
处不力？“新华视点”记者进行
了实地调查。

2月18日，河北省
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媒
体报道的“西美金山湖
削山造地建别墅问题”
作出批示，要求石家庄
市委、市政府立即组成
调查组， 全面深入调
查，坚决依法依规依纪
查处。当日，石家庄市
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
担任组长的联合调查
组，连夜进驻鹿泉区展
开调查，调查处理结果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外， 石家庄市、
鹿泉区两级纪委监委
也已全程跟进介入，对
项目背后是否存在违
规审批、 公权滥用、贪
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是
否存在履职不力、监管
不严等不作为问题，继
续进行深挖严查，对发
现的问题，坚决予以查
处。

目前，石家庄市已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在
全市范围内深入排查
摸底。鹿泉区委、区政
府有关负责人也表
示， 将作出深刻检讨
和反思，坚定态度，对
“西美金山湖”项目及
类似违法行为进行认
真整改。

据悉， 河北省委、
省政府已组成由有关
省领导牵头，河北省住
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等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
督导组，进驻石家庄市
进行督导检查。

■据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解到， 自2013
年5月9日至事发前的2019年2
月10日，鹿泉区国土、规划、住
建、综合执法等部门针对“西美
金山湖” 项目违法建设和违规
销售行为进行查处累计达40多
次。 就在事发前的2月10日，有
关部门还联合执法拆除项目内
的7座塔吊。

多名受访人士说，“西美金
山湖”一直被查却一直建，直至
建成规模， 暴露出相关责任部
门执法不严、方法过于简单、解
决问题不彻底。 违法建筑之所
以“野蛮生长”，除因政策调整
造成遗留问题比较难解决之
外， 关键还在于监管措施失之
于宽、松、软。

“西美金山湖”项目位于鹿
泉西部山前区域的铜冶镇岭底
村。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座
当地人叫作“玉山”的山体北侧，
密密麻麻、依山就势分布着一片
联排建筑群， 房屋多为三层高，
里里外外有八九排。

登录一些房产销售网站搜
索“西美金山湖”即可查询到这
样的项目简介：金山湖小镇位于
石家庄西部山前大道，总占地面
积1800亩，是石家庄首座体量庞
大的高端低密度住宅社区。

“西美金山湖” 项目方一名
负责人表示，他们的项目已取得
300亩土地证。“1800亩” 的说法
是他们之前做推广时宣传的开

发设想和愿景，并不是真正已开
发了这么多土地。他还称，“别墅”
是他们推介宣传的通俗叫法，其
实定位是“低密度住宅”。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
2013年5月份， 金山湖小镇项
目经国土部门审批，获得300亩
用地许可。 一些岭底村村民告
诉记者，“西美金山湖” 项目用
地大多征收自岭底村。 鹿泉区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一名领导干
部称，项目所在的“玉山”是一
座相对孤立的山体。

该项目是否触碰生态保护
红线？目前，仍有待已入驻鹿泉
区的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深入
调查。

是否违法开工无证销售？

是否触碰生态红线？

是否存在监管查处不力？

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
一审被判20年处罚金3.61亿

河北全面排查整治侵占生态保护红线
违法违规房地产项目

2月18日拍摄的石家庄市鹿泉区“西美
金山湖”项目。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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