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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 1386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176人，打掉文物犯
罪团伙 227 个，追缴涉案文物 42657
件，收缴涉案文物涵盖夏至明清的各
个历史时期。两年来，山西公安机关
向文物犯罪发起了凌厉攻势，形成了
压倒性的打击态势。

据悉，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地下文物蕴藏丰
富，特别是晋南地区作为商周青铜器
制造和使用的重要地区，一直被文物
犯罪分子觊觎，盗掘古墓葬犯罪不断
发生并一度高发，严重威胁文物安全。

近两年，省公安厅严打文物犯罪，
自 2018 年 5 月以来，全省盗掘古墓葬
犯罪实现了“零发案”。

实施全链条打击，形成高压
震慑

初夏时节，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
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已
开始陆续撤离。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
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

“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
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被列为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
而，这个“新发现”中的5座带墓道“甲
字形”大墓中只有1座没有被盗。

造型精美、纹饰繁缛的“兽型铜
觥”，形若蹲兽，背部为盖，通过它仿佛
能看到3000年前好酒的先人觥筹交错
的宴饮、祭祀场景。

“兽型铜觥出土于闻喜商代贵族
大墓，被盗墓分子盗挖出土后，连夜带
到广州，并走私到香港拍卖。后因犯
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交易
流产，又将其偷运回境。民警最终在
上海把文物追回。”闻喜县公安局副

局长张金鹿说：“上世纪80、90年代闻
喜县大肆出现盗掘古墓葬犯罪，‘要想
富，去挖墓’‘全国盗墓，闻喜鼻祖’等
顺口溜层出不穷。盗墓集团、保护伞
等问题一度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
罪陷入困境。”

在危机时刻，迎来了转机。2018
年，刘新云任山西副省长、省公安厅长
后，亲自担任“6·03盗墓案”专案组组
长，采取提级管辖、异地用警等超常规
措施，打响了山西打击文物犯罪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枪”。刘新云同
志多次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坚决依
法理直气壮地打击一切文物犯罪，坚
决当好历史文物的守护者。

“闻喜县不可移动文物累计 1570
处，其中古墓葬98处，文物犯罪一度猖
獗，自2018年5月以来一直保持‘零发
案’，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的强大打击声
势和前所未有的震撼效应起到了关键
作用。”张金鹿副局长有感而发。

“山西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以‘三追一挖’‘四不放过’工
作要求为指引，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打
击文物犯罪四个办案中心‘尖刀’作
用，坚持追文物、追逃犯、追资产和深
挖犯罪、铲除‘保护伞’同步发力，确保
被盗文物不追缴不放过、在逃人员不
到案不放过、犯罪分子的经济基础不
摧毁不放过、犯罪‘保护伞’不铲除不
放过。”山西省刑侦总队政委史水鸿
说，山西公安多措并举、强力出击，通
过破案件、打团伙、追逃犯、缴文物、查
资金、摧网络对文物犯罪实施全链条
打击，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遏制了文
物犯罪多发势头。

向科技要警力，全面升级智
能防控体系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省公
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李英俊说，智

能化盗掘工具已经运用于盗掘古墓葬
犯罪活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山
西公安机关在加大人防力度的同时，
推动全省 11 个地市和闻喜、曲沃 2 县
配置了25台无人机，用于重要文物保
护单位的安全和执法巡查。另外，省
公安厅治安总队牵头开发建成了智慧
内保系统、文博单位安防模块，初步实
现了数据收集、动态检查和分析预警
功能，进一步提升了文物犯罪智能安
防水平。

“晋公盘”是晋文公重耳为其长女
孟姬出嫁楚国所铸，其183个字的珍贵
铭文清晰呈现了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
世气象。如此多的铭文记载春秋中前
期历史，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这是国宝级，在一级文物里面是
最好的。”考古学家吴振烽说。

“晋公盘被闻喜盗墓团伙盗挖后，
转手多个省市并流落海外多国。民警
展开海外接力追查，才将其成功追缴
回国。文物追查历经艰辛，我们更应
该在防范上下功夫。”闻喜县文物犯罪
侦查大队队长丁峰说，县重点文物保
护区视频监控由之前的20多个，发展
到现在120个，实现了重点区域视频监
控全覆盖。村民们闲聊时，会指着监
控探头说，看谁还敢挖墓，公安局都看
着呢。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有效抑制文
物犯罪活动的同时，助力刑侦部门打
击破案能力提档升级。山西公安综合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
段，让数据警示风险、驱动决策，铸就
了一条看不见的大数据“守护防线”。

多维宣传，携手共筑文物保
护钢铁长城

造型别致的“彩绘青铜雁鱼灯”为
汉代一级文物，器型之大、工艺之精十
分罕见，犯罪分子将其视为珍宝不舍

得出手，准备作为“传家宝”留给子
孙。山西警方到介休市曹某家里进行
搜查，未果。后通过警方真诚劝说，曹
某父母为之动容，在家中地下室，拿出
一堆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青铜零件，拼
起来后正是“雁鱼灯”。曹某得知后在
狱中崩溃大哭。

“保护文物，宣传效果是非常明显
的。群众对于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有
深厚情感的，需要我们积极调动激
发。”介休市张兰镇派出所所长冀鹏
说，文保区大多处于偏远地区，村民对
网络接触少，我们就采取“点”对“点”
宣传。坐在村口和大爷大妈讲文物价
值，讲盗墓危害，讲公安机关案例，群
众是听得进去也愿意听的。

在临汾市曲沃县曲村派出所，辖
区村民自觉组建了群防群治队伍对文
保区巡逻。“过去，我不懂，如今民警天
天追着宣传。在家时，家访宣传，种地
时，到田里宣传。”巡逻队王大爷自豪
地讲：“现在我知道了，地下埋着的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属于国家，属
于后代子孙，看护这些宝贝，我觉得我
做的事儿很了不起！”

山西青铜博物馆陈列的2000余件
展品，绝大部分是山西公安机关打击
文物犯罪追缴回的“青铜重器”。

“成果展旨在向社会公众展示打
击文物犯罪工作的做法和成效，表明
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国
家文物安全的决心和信心。”山西青铜
博物馆负责人张晶晶表示，“我们要努
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走’出去，
让广大群众更了解公安机关打击防范
文物犯罪工作，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
中，携手共筑文物保护钢铁长城。”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
线和生命线，打击文物犯罪，守护中华
文明，是公安机关的重大使命。”刘新
云表示，山西公安机关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公安部在山西设立打
击文物犯罪工作站为契机，以建立省
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文物犯罪侦查打击
专业队为抓手，坚持“三追一挖”“四不
放过”原则，始终以“零容忍”态度，保
持打击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一切文物
犯罪，为保护国家文物安全作出山西
贡献。

山西警方两年追回文物4万件
盗掘古墓葬犯罪“零发案”

本报记者 王 佳

权威发布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翟步庭）截至2020年5月末，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中山西省项目数累计 401
个，居全国第12位；项目投资额4404亿元，居全国第14位；落地
项目数182个，落地率45.4%，落地项目投资额1825亿元；开工项
目数60个，占落地项目数33%，开工项目投资额529亿元。

示范项目执行情况。截至2020年5月末，山西省示范项目
累计19个，落地项目17个，已开工示范项目11个，占落地示范
项目64.7%，已开工示范项目投资额64亿元。

截至目前净增落地项目情况。较2019年底，山西省截至目
前净增落地项目数11个，净增落地投资额523.78亿元。

按照PPP项目库“能进能出”原则，5月省财政厅审核同意
的地方主动退出管理库项目共5个，这些项目不再采用PPP模
式实施和管理。

项目投资额4404亿元

我省已入库PPP项目401个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张剑雯）近日，省生态环境厅
对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要求该企业自6月24日到8月24日期间积极加快问题整改。

6月19日、22日，省级VOCs走航在例行巡查，发现阳煤集
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周边存在VOCs浓度排放异常的环
境问题。阳煤太化新材料公司认真分析了VOCs无组织排放超
标原因，汇报了初步制定的整改措施，表示要认真履行企业生
态环保主体责任，尽快制定科学全面的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
和整改时限，尽快完成整改任务。

省生态环境厅要求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企业自查及走
航巡查。挂牌督办期间，太原市生态环境局要对阳煤集团太原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整改情况开展环境执法后督察，省生态环
境厅将进行抽查。如拒不整改，报经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责
令停业、关闭。

省生态环境厅对太化新材料公司挂牌督办
要求企业加快问题整改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王媛）7月1日上午，山西博物
院首个文物数字化展览“壁画的平行世界——狄仁杰带你探北
朝”在会展中心一层开展。本展览以娄睿、九原岗、水泉梁、徐
显秀等四大北朝壁画墓为依托，通过数字化展示技术，以全新
的视角和互动体验，进一步呈现精妙绝伦的北朝壁画。

北朝墓葬壁画是山西博物院的特色收藏，2020年上半年推出的
“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葬壁画艺术展”首次集中展示了这批珍贵
藏品。展览聚集了最高水平的北朝墓葬壁画、展品全部“裸展”、水泉
梁墓整墓复原展出等诸多亮点，使得该展览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公众
的热议。截至目前，微博上有关该展览的阅读量高达4600多万。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华彩重生”，重点展示“活
态”娄睿墓鞍马游骑图。第二单元“北朝风貌”，通过图文展板
和游戏互动，概括性地介绍北朝时期胡汉杂糅、兼容并蓄的社
会面貌。第三单元“壁上人间”为近15米的长卷式数字交互体
验空间，是展览的高潮和精华部分。第四部分“神影仙踪”，是
一个颇具神秘感的艺术影像空间。尾厅是整个展览的最后一
站，通过AR互动观众可选取喜欢的壁画合影留念。

这次数字展的策划以文物筑基、数字赋能、艺术呈现，是当前
实体展览“壁上乾坤”展的数字化延伸。这在山西博物院以往的策
展经历中，尚属首次。

狄仁杰带你欣赏空前绝后的北朝壁画

山西博物院首个文物数字化展览开展

本报忻州7月2日讯（记者 畅雪）忻州市五台县文化旅游
招商推介月活动7月4日将在忻州古城启动。

记者从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推介月活动
地点主要设在忻州古城“圣境五台”院落，从7月4日至26日期
间每逢周六、日开放，展示的项目包括非遗项目、民间文艺、特
色旅游文化、书画摄影作品展览等六大版块18个项目。

革命老区五台县县域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除佛教圣地五
台山外，五台县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台山佛乐，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包括晋北鼓吹——五台八大套、温氏空心
澄泥砚、五台赛戏等。近年来，五台县依托富集优质的旅游资
源，借力五台山，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精心塑造“灵秀北太行，圣
境大五台”旅游品牌，着力培育轻度体验旅游产品。

此次五台县文化旅游招商推介宣传月活动浓缩了五台诸
多优秀文化和旅游元素，为广大游客提供了近距离一睹非物质
文化遗产风采的机会，也为五台县打开对外交流文旅产业发展
成果的窗口。

欣赏非遗成果 感受老区特色

五台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即将启动

在 省 重 点 工 程 国 信 保 德 煤 电
2×660MW 超超临界低热值煤发电
工程项目上，有一位调试专业的“能
手”，他就是中国能建山西电建调试
总负责人、共产党员梁林平。

梁林平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从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一次调试
过程中，他对 56 个变频柜逐个检查、
分析，发现了柜内远方就地转换开关
触电氧化、接触不良，还有减速箱电
加热器控制回路配线错误等问题，随
后，梁林平加班加点，查找资料，联系
组织建设、监理、运行、施工等各方人
员到现场，与电科院人员一起完成逻
辑保护试验，规避了安全风险和隐
患。原计划20天的调试周期，实际只
用了9天的时间。

图为梁林平（左）在检查设置汽
机引风机汽轮机机头转速表参数。

本报记者 翁 剑
通讯员 赵志年 摄

本报吕梁消息 “七一”之际，国家税务总局吕梁市税务局
机关各党支部和全市税务系统部分基层党支部开展形式多样
的支部共建活动，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

在汾阳贾家庄村，吕梁市税务局五个党支部和汾阳市税务局
机关第二党支部的党员们走入村史展览馆，参观了贾家庄坚持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光辉历史，感受艰苦奋斗的
为民情怀。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考察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不断优化纳税服务，为服务“六稳”“六保”大局贡献税务力量。

在山西省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员们走进汾酒生
产车间，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职工座谈了解涉税疑
难问题。税务部门的党员们详细解读近段时间以来的税费优惠政
策，重点介绍了网上办税、税邮合作等便捷办税方式，仔细倾听企
业代表的意见建议，并重点就企业的涉税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在岚县，市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与岚县税务局基层党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五个一”活动。党员们通过开
展一次支部共建、召开一次交流研讨会、组织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一次走访慰问、进行一次实践活动的方式，共同交流工作经
验、收集企业涉税需求、宣讲税费优惠政策，有力地增进了市局与
县局党员的感情，激发了党员干事创业的动力。 （任 锴）

吕梁市税务局：

支部共建为党庆生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张
剑雯）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我省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13 个国考断面全面为Ⅳ类及以
上水质，全部退出劣V类水质。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沿

汾6市45县市区及省生态环境厅、水利
厅、住建厅等有关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
难，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从
6月国家初步监测结果看，6月单月汾河
流域13个国考断面全部为Ⅳ类及以上
水质，没有出现1个劣V类，其中Ⅰ—Ⅲ

类水质优良断面达到10个。
据监测，1—6月汾河流域13个国

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其中
Ⅰ—Ⅲ类水质优良断面达5个，Ⅳ类3
个，Ⅴ类5个。累月及单月水质均创
历年同期最优。省生态环境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以汾河流域国考断面
水质全部退出劣Ⅴ类为新起点，继续
深入推进水污染协同治理，确保汾河
流域水质在初步达标的基础上实现
稳定达标。

我省汾河流域13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V类
Ⅰ—Ⅲ类水质优良断面达到10个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姚
凡）今天，记者从太原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获悉，太原市通过全面推进城镇生活
污水治理、汾河太原段河道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汾河流域太原段生态用水调
度、加强水环境管理等工作，在6月底，
汾河流域太原段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

位于太原市的汾河温南社国考
断面是太原市的出境断面，一直是重
度污染的劣Ⅴ类断面，也是汾河流域
的第一个劣Ⅴ类断面。温南社断面能
否按期按要求消除劣Ⅴ类，不仅关系

到太原市水环境质量目标的实现，也
影响到汾河下游其他地市断面能否退
出劣Ⅴ类，影响到全省6月底汾河流
域全面消除劣Ⅴ类总体目标的实现。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6月底
汾河流域全面消除劣Ⅴ类作为打好
污染攻坚战的头等大事、交账工程，经
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汾河流域太
原段在今年6月份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温南社国考出境断面水质由劣Ⅴ
类显著改善为Ⅲ-Ⅳ类，打赢了汾河
流域消除劣Ⅴ类水体攻坚战。

通过全面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治理

汾河流域太原段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
本报太原7月2日讯（记者 姚

凡）今天，记者从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1-6 月，汾河水库出口为Ⅱ类
水质，上兰断面为Ⅱ类水质，温南社
断面为Ⅳ类水质，国考温南社断面水
质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指标 COD
浓度 16.5mg/L、同比降低 45.90%，氨
氮浓度 1.49mg/L、同比降低 82.65%，
总 磷 浓 度 0.23mg/L、同 比 降 低
51.06%。

1-6 月国考温南社断面Ⅲ类水
质37天，Ⅳ类水质67天，Ⅴ类水质33

天，劣Ⅴ类水质45天，达标率75.3%，
特别是自5月11日以来，国考温南社
断面稳定达标，5 月 11 日-6 月 30 日
期间，Ⅲ类水质 17 天，Ⅳ类水质 30
天，Ⅴ类水质4天。

同时，根据山西省太原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今年 6 月，汾
河水库出口为Ⅱ类水质，上兰断面
为Ⅱ类水质，温南社断面为Ⅲ类水
质，温南社断面退出劣Ⅴ类水体，汾
河流域太原段国考断面全部消除劣
Ⅴ类水体。

1-6月汾河太原段地表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主要污染物指标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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