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问题的产生，虽然有
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
因，但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
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
为、不担当、不碰硬，对党中央
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坚决不彻底。甘肃省委和省
政府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
度深刻认识祁连山生态环境保
护的极端重要性，在工作中没
有做到真抓真管、一抓到底。
2016年 5月，甘肃省曾经组织
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
况开展督查，但未查处典型违
法违规项目，形成督查报告后
就不了了之。甘肃有关省直部
门和市县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作选择、搞变通、打折
扣，省安全监管局在省政府明
确将位于保护区的马营沟煤矿
下泉沟矿井列入关闭退出名单
的情况下，仍然批复核定生产
能力并同意复工。张掖市委认
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整改落
实工作不属于市委常委会研究
的重大问题，市委常委会没有进
行专题研究部署，并在明知有的
项目位于保护区、违反保护区管
理要求的情况下，仍多次要求有
关县加快办理项目手续。

二是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
态行为“放水”。甘肃省有关方
面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
发展理念认识不深刻，片面追
求经济增长和显绩，长期存在
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情
况。《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
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
将国家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
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
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
石、挖沙”等10类活动，缩减为

“禁止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
3类活动，而这3类都是近年来
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控制
的事项，其他7类恰恰是近年来
频繁发生且对生态环境破坏明
显的事项。2013年5月修订的
《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
批管理办法》，违法允许在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矿产
开采。《甘肃省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
违规将保护区内11处煤矿予以
保留。张掖市在设定全市党政
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把2015
年和2016年环境资源类指标分
值分别设为 9分和 8分，低于
2013年和2014年11分的水平。

三是不作为、乱作为，监管
层层失守。在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甘肃省从主管部门
到保护区管理部门，从综合管
理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责任
不落实、履职不到位问题比较
突出，以致一些违法违规项目
畅通无阻，自然保护区管理有
关规定名存实亡。省国土资源
厅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复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划界后，仍违法违规延续、变更
或审批14宗矿权，性质恶劣。
省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核准和验
收工作中，以国土、环保、林业
等部门前置审批作为“挡箭
牌”，违法违规核准、验收保护
区内非法建设项目。省环境保

护厅不仅没有加强对有关部门
工作的指导、监督，反而在保护
区划界确定后仍违法违规审批
或验收项目。省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在修正《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过程中，
明知相关规定不符合中央要求
和国家法律，但没有从严把关，
致使该条例一路绿灯予以通过。

四是不担当、不碰硬，整改
落实不力。在祁连山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落实中，普遍存在以
文件落实整改、以会议推进工
作、以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发
现问题不去抓、不去处理，或者
抓了一下追责也不到位，不敢
较真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弄虚
作假、包庇纵容。从2013年至
2016年，甘肃省对祁连山生态
环境保护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基本没有问过责。承担整改任
务较重的林业、国土、环保、水
利等部门虽然开了会议、发了
文件，但抓落实不够。省林业
厅及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不仅对保护区内大
量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监督不
力，对大量生态破坏行为查处
不力，反而违规许可多个建设
项目。张掖市在约谈整改中避
重就轻，有31个生态破坏项目
没有纳入排查整治范围；52个
违法违规探矿项目中有31个采
取简单冻结办法，没有制定有
效退出机制和保障措施。

▶
突
出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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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她，两年前是全年级倒
数，妈妈为她的成绩头痛不已！

但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苦恼的妈妈带她学习了一

门特殊的课程，就像在她的大脑里植
入了一枚“神奇的芯片”，让女儿拥有
了超过同龄人的记忆力：数学科的定
理、公式，考场上她能清晰地记忆；英
语单词，她像过电影一样“扫码关
注”；凡是读过的语文书，她能过目不
忘。作业难不倒她，考试时她能应对
自如！别人在考场上记不起知识点，
但她能信手拈来！

她是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初二
女生陈思文，鼎鼎有名的学霸。最让
同学们佩服的是，平时你看不到她熬
夜做题、背诵课文和单词，但她总能
考出好成绩！

她在学校创下的记录，至今无人
能破：语文老师讲完一节课，她能把
课文倒背如流；给她3天时间，能记住
全册的英语单词；历史地理课的年代
和地理知识，她用一天全部记住，应
答如流。

过目不忘、倒背如流——14岁的
她，被同学们称为最强大脑、百科全
书。当其他同学在为记不住知识点
而苦恼的时候，她已经不知不觉从年
级倒数，升到了年级前三名！

思文妈妈说：其实，每个孩子都
可以做到。

把语数外扫描进大脑
从此她过目不忘

“我女儿以前记性很不好，丢三
落四，学过的知识马上就忘记了。”思
文妈妈说：这一点很像我，因为记性
不好，成绩排在年级倒数几名。前年
面临小升初，我焦虑得很：没有好成
绩，怎么考嘉祥？一次意外的机会，
我看到华西都市报举办“科学记忆法
观摩课”的消息，这正是我所想要的，
毫不犹豫就带女儿去听了这次课。

“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没想到参加这
个观摩课，改变了女儿的一切。”

在观摩课上，女儿上台15分钟，
经过老师的指点，教给她一种至今我
觉得特殊的记忆方法，女儿在5分钟
后，就记住了平时根本记不住的《弟
子规》。“老师还专门给她出了一道难
题，让她用3分钟记住100个毫无规律
的天文数字，没想到女儿居然一个不
差的记住了，而且正背、倒背丝毫不
差。”女儿的表现震惊了妈妈，思文自
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妈妈说：知识只有记得住
才能考个好成绩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种方法正
是风靡欧美和新加坡的学习方法，让
学生把语文、数学等各学科的知识点，
像扫描一样扫进孩子的大脑，永久性
储存在大脑里，让孩子记得住知识考
点。虽然学校的老师没有教给她，我
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华西都市报给予
的这么一次好机会。”思文妈妈很感
慨：因为只有记得住，才能考得好。

找到了学习方法，就有了学习的
兴趣和动力。思文随后参加了系统
的学习，熟练掌握了“最强大脑学科
记忆法”，她的学习变得清晰而简单
了。她从此告别了死记硬背，学习突
飞猛进：原来30分钟背一首诗，现在
只需3-5分钟；原来读1本书的时间，
现在可以读5本；当堂学习的知识，她
当堂就能记住，当天所学当天消化，
不欠账；做作业速度快、正确率高。
此外，她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明
显提升。3个月后的半期考试成绩，
从班级42名进步到年级第三名。半
年后的“小升初”选拔，她考取了七中
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奖学金，如愿进入
了这所名校。

现在思文已经读初二，她的学习
方法在班级中崭露头角。“由于科目更
多，女儿坚持采用这种方法，把知识点
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梳理和归纳，
并画成图形帮助记忆”。思文妈妈说：
别人家孩子的卧室，挂的是明星照，我
女儿的房间，挂的是语数外等各学科
的思维导图。我经常对着图形抽问她
的知识考点，她都能对答如流。

这门课程不光能涨分
还让孩子变得更自信

妈妈总是最先能体会到女儿变
化的那个人。自从掌握了最强大脑

“学科记忆法”之后，思文不光成绩从
以前的年级倒数，排到了年级前三，
更重要的是，她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以前她说话总是没有条
理，思路不清，现在女儿表达的时候，
变得思路清晰，有条有理；思考一个
问题，能够从多角度提出疑问和解决
的办法。”

妈妈看到了女儿的变化，喜在心
里：不仅成绩提升了，女儿也变得非
常开朗、自信。“她还经常在班级和家
里，表演学科知识的正背、倒背、旋风
背，让所有人都很吃惊！”

现场见证：
老师从来不教的学习法 15
分钟就学会

在思文妈妈庆幸自己的同时，更
多的孩子也需要这种最强大脑“学科
记忆法”，让学习变得不再困难。在
学校里，除了教会孩子们数理化之
外，从来没有专门的“学习方法课”。
这是教育的弊端之一：我们只知道

“授人以鱼”，而不懂得“授人以渔”。
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死记硬背，当他
走上社会，就缺乏融会贯通和创新的
意识，缺少去寻求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的能力。

思文妈妈说得对：要提高成绩，
就需要教给孩子科学的学习方法，否
则南辕北辙。

为帮助更多孩子彻底改善学习
方法，激发浓厚学习兴趣，考上心仪
名校，华西都市报教育金融事业部将
于7月22日上午9：00和下午2：00在祥
宇宾馆特别举办第166期“最强大脑
学科高效记忆学法教育成果观摩
会”，面向全川征集100名中小学生免
费体验。现场，老师将手把手传授给
孩子们最强大脑“学科记忆方法”，让
孩子们彻底记住那些枯燥的时间、地
点、公式、定理和英语单词，掌握涨分
技巧，成为校园的“最强大脑”。

家长们也可以亲眼见证：你的孩
子不管是优生还是学困生，但只需要
短短15分钟的培训，他就可以将圆周
率、英语单词和课本倒背如流。脑力
专家将现场传授学生高效学习秘诀、
考试高分突破技巧等方法。

过目不忘 倒背如流 轻松拿高分
这个14岁女生怎样做到的？

主办：华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
第一场观摩会时间：7月22日上午9：00
第二场观摩会时间：7月22日下午2：00
地点：祥宇宾馆（成都市武侯区新南
路103号）

领票热线：
028-86940781 62450051

提醒：因领票人数众多，为确保
观摩会每个家庭席位有效运用，家长
领票时需付50元席位押金，现场将凭
票退还。

7月22日
带上孩子

感受惊人“蜕变”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国家早在1988年就批
准设立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期以来，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整改，在中央有关部门督促下，甘肃省虽然做了
一些工作，但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2017年2月12日至3月3日，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查组就此开展专
项督查。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况汇报，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
让破坏生态环境者
付出代价

通报指出，甘肃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具有典型性，教训十分深刻。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引以为
鉴、举一反三，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地位抓紧抓实抓
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

通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必须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
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下大气力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切实把生态文明
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必须
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
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坚决摒弃损害甚
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
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
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把
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
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
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进一步转变作风，勇于担当、真
抓实干，紧盯生态环境重点领
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紧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
实生态安全责任制，一级抓一
级，层层传导压力。要组织开展
经常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排查、检
查、督察，加大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力度，形成强大震慑，倒逼责
任落实。要加强生态环境执法，
严格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
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特别
是要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
案例不放，严肃查处、公开曝光，
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代价。

据新华社、央视

中办国办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严重
甘肃副省长杨子兴等多名官员

被严肃问责

通过调查核实，甘肃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破坏问题突出。主要有：

一是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
源问题严重。保护区设置的
144宗探矿权、采矿权中，有14
宗是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明
确保护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
延续的，涉及保护区核心区 3
宗、缓冲区4宗。长期以来大规
模的探矿、采矿活动，造成保护
区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
表塌陷。

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
设、违规运行。当地在祁连山

区域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
域高强度开发水电项目，共建
有水电站150余座，其中42座
位于保护区内，存在违规审批、
未批先建、手续不全等问题。
由于在设计、建设、运行中对生
态流量考虑不足，导致下游河
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水
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
题突出。部分企业环保投入严
重不足，污染治理设施缺乏，偷
排偷放现象屡禁不止。巨龙铁
合金公司毗邻保护区，大气污染
物排放长期无法稳定达标，当地

环保部门多次对其执法，但均未
得到执行。石庙二级水电站将
废机油、污泥等污染物倾倒河
道，造成河道水环境污染。

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不力。2015年 9月，环境保
护部会同国家林业局就保护区
生态环境问题，对甘肃省林业
厅、张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
谈。甘肃省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约谈整治方案瞒报、漏报31
个探采矿项目，生态修复和整
治工作进展缓慢，截至2016年
底仍有72处生产设施未按要求
清理到位。

为严肃法纪，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终身追责、权责一致的原则，经党
中央批准，决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进行严肃问责。

❶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央
作出深刻检查，时任省委和省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认真反思、汲取教训。

❷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杨
子兴分管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
修正《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过程中把关不严，致使该条例部
分内容严重违反上位法规定，对查处、制
止违法违规开发项目督查整改不力，对
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给
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
（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对分管部门
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关开发项目失察，
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由
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提出严肃批评，由
甘肃省委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通报，本人
在甘肃省委常委会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罗笑虎（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对分管部门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
关开发项目失察，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
题负有领导责任，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

约谈，提出严肃批评，由甘肃省委在甘肃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通报，本人在甘肃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❸ 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相关程序
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8名责任人进行
严肃问责，给予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
记、厅长，现任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石卫东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委员、局长李进
军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
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行政撤职处
分；给予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党组书记、
副厅长，现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
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郭玉虎党内严重
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张掖市委原书
记毛生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张掖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泽元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给予张掖市肃南县委书记李宏伟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武威市天祝县
委书记张发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❹ 对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甘肃省
能源局、环境保护厅、水利厅、安全监管
局，张掖市肃南县政府、武威市天祝县政
府，甘肃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7名现任或
时任主要负责同志，由甘肃省委和省政
府依纪依规进行问责。对甘肃省政府法
制办等相关部门在有关法规、办法修订
中放松管理要求、违反上位法等问题，进
一步查清事实，严肃问责。

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
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
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

多名干部分别被处分、批评、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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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6日，在离祁连山保护区的边缘不足两公里的地方，一家叫做巨龙铁合金的工业企业完全直排，未经
任何处理的烟气直接飘进保护区。 央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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