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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东胜区：让“天蓝气清”成为常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廉晓梅

新华社西安7月4日电

（记者 李亚楠） 八仙镇
龙门街，位于陕西境内的
大巴山深处的平利县。百
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中
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政治
军事干部廖乾五。

廖乾五，1886年出生
在陕西平利的八仙镇，历
任“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
铁甲车队”党代表，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党代表，中共湖南省军委
书记等，为建立巩固广东
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
和南昌起义的胜利做出了
重大贡献，是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
早期优秀党员，人民军队
创建初期的高级政治工作
干部。

1911年，廖乾五在二
哥、同盟会会员廖定三的
资助下，在京师农业学堂
完成学业，后在北京农事
试验场工作。1920年在同
盟会会员湖北省军政府交
通部长熊晋槐家当家庭教
师。五四运动使廖乾五的
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
折。1921年8月，廖乾五经

早期共产党人包惠僧、李
汉俊介绍，同施洋等人参
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廖乾五早年曾参加反
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反对
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
的斗争。1923年参与领导
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

工。1924年初，他作为汉口
特别区共产党代表，出席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后任中共汉口地
委委员。同年11月，廖乾五
在广州参与组建“建国陆
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任该队国民党党代表、共
产党小组长。他在中共两
广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

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铁
甲车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
织和革命的政治工作制
度，对全队官兵进行严格
的军事、政治训练，充分发
挥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
用，使铁甲车队成为我党
最早掌握的一支正规革命
武装。这期间，他曾与队长
徐成章等率部进行支援广
宁农民运动的作战，参加
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
叛乱和省港大罢工中封锁
香港的沙鱼涌战斗。

1925年10月，以铁甲
车队为基础，国民革命军
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北伐
前夕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成立，廖乾五升任第十二
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
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代
主任、主任。他率部参加了
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
豫诸省，参与指挥攻占平
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
马回岭、九江等战斗。第4
军在北伐战争中征程万
里，能攻善战，所向披靡，

享有“铁军”的称号，这与
廖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是
密不可分的。他十分重视
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注
重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
注意发动和组织民众。时
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
恩来曾这样评价他：北伐
军的许多政治部中，以四
军政治部成绩最好。

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
日，廖乾五所在的国民党
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
会议召开，一致决议讨伐
蒋介石。5月，张发奎、廖乾
五率队，以伤亡1万余人的
巨大代价，经过上蔡、临颍
战役，击溃奉军在河南的
主力，为东出潼关的冯玉
祥部占领郑州、开封铺平
了道路。

1927年7月下旬，廖乾
五奉命赴九江参加武装起
义准备工作，不久参加南
昌起义，协助叶挺指挥部
队行动，起义后任革命委
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宣

传委员会委员、第20军党
代表。南下途中和周逸群
共同介绍第20军军长贺龙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
月经香港到上海，在中共
中央军事部工作。

1930年夏，廖乾五任
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负责兵运工作，任职不久
就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
逮捕。他坚贞不屈，绝口不
谈党的任何机密。敌人惧
于他的威望和声誉，不敢
公开审讯。同年9月3日他
被秘密杀害于长沙，时年
44岁。

廖乾五牺牲时未留下
任何后代，他的一生，文能
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
乾坤。1997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
在平利县中学塑建廖乾五
纪念像。在陕西省平利县
烈士陵园，也矗立着一座
廖乾五的雕像，昭彰着他
的丰功伟绩，供后人瞻仰
和缅怀，纪念他为中国革
命做出的伟大贡献。

7月18日，记者走进国
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
公司储煤场看到，露天的
煤场已被两个巨大的白
色金属网壳结构的半圆
柱形大罩子完全盖住。此
时户外风力4级，但却丝
毫感觉不到飞扬的粉尘，
这两个如同“金钟罩”般
的全封闭建筑物，将煤场
作业的扬尘全部隔绝在
了密闭空间里。棚内，工
人们正在调试封闭式储
煤场里的水雾除尘器，微
小的尘粒随从高而落的水
雾降落下来，全面抑制了
棚内煤尘。

“两个储煤场封闭工
程完工后，对周边环境尤
其是空气质量的影响将降
到最低程度，储煤场封闭
工程内部也建有防尘抑尘
设施，进一步解决了粉尘
污染问题。”国电内蒙古东
胜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大民介绍。

“之前，一抹桌子一层
黑沫沫，哪敢开窗户！”东
胜区振业小区6号居民庞

宗芳深有感触地说。在国
电内蒙古东胜热电公司附
近的恒润欣苑小区里，居
民孟庆国笑意盈盈地说：

“关停了小区里的燃煤小
锅炉，改造了换热站，接上
了‘大暖’，烟尘没了、暖气
热了，空气好了，身心都舒
畅了。”

在振业小区换热站
内，鄂尔多斯金州供热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例行的夏季维护，清洗板
式换热器和过滤器、水泵
维护、阀门检修……每一
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这个
换热站2015年10月进行了
拆除改造，目前承担着为4
个小区870余户居民12.5
万平方米面积的供热任
务。

“燃煤小锅炉的废气、
烟尘和噪音对周围居民影
响大，经过拆除改造、接通
大暖后，实现了24小时恒
温恒压，耗能低了、污染没
了，热效反而上去了。”金
州供热经理王海荣说。

在鄂尔多斯热电有限

公司院内，一片宁静。按照
市区两级相关环保要求，
2015年6月2日，这里被彻
底关停。据东胜区环保局
工作人员介绍，为严格控
制燃煤污染，近年来，通过

“煤改气”“煤改电”等措
施，东胜取缔、改造和替代
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小
锅炉115台、20蒸吨/时以
上燃煤锅炉技改18台，并
要求燃煤电厂、供暖企业
全部使用优质煤炭，今年，
东胜将继续关停或技改11
台燃煤小锅炉。

东胜区把大气污染防
治作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中之重，以煤、尘、
车、烟污染控制为重点，全
力打响蓝天保卫战，全面
推动辖区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真正让“天蓝气
清”成为常态。

重点防治工业污染，
把火电行业作为重点，全
面实施脱硫、脱硝和除尘
三大提标改造工程，现已
完成106项，并在自治区范
围内率先推进“超低排放”

改造，于2016年完成了国
电东胜热电公司1号2号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
超额完成年度减排任务的
同时，为城市发展和项目
建设腾出空间。

全面整治扬尘污染，
瞄准火电企业、煤炭企业
和集装站，东胜4家火电企
业、13座井工煤矿、27座煤
场全部建有粉状物料堆场
全封闭设施，19家露天煤
矿全部装有防风抑尘设
施；加强道路清洁清扫和
机械化清扫，所有运煤车
辆强制加盖篷布，防止“抛
洒滴漏”。

严格整治机动车尾气
污染，确保机动车环保定
期检验参检率达到100%；
将建成区全部纳入黄标车
和无标车限行区域，淘汰

“无标车”和“黄标车”3366
辆，最大限度降低机动车

尾气污染。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

自行车交通，设置公共自
行车站点63个，投放公共
自行车1200辆；集中治理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制定
《东胜区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实施方案》，推动完成储
油库、油罐车和加油站油
气回收改造项目共140个，
辖区内加油站全部供应国
Ⅴ排放标准车用汽油、柴
油。

【记者手记】

为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东胜区按照“空间

红线优化布局、环境质量

底线调控结构、环境准入

促进产业升级”的总体思

路，制定出台了《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

见》等制度文件，明确工作

任务、组织方式、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层层落实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确保环保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该区全面分析区域可

持续发展最密切、最紧迫、

最直接的重大环境问题，

从经济、空间、资源等环境

影响的源头入手，紧紧围

绕改善水、大气、土壤环境

质量，先后出台了《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并按年度

进行分解细化，加大考核

力度，确保落实到位。同

时，加强主要污染物减排

工作，强化监测、监管和监

控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排

污权交易，严控增量。推行

网格化管理，出台《网格化

环境监管实施方案》，构建

环境网格化监管体系，提

高了环境执法效率。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廖乾五：文武双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政治军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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