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西商精神 叫响西商品牌 凝聚西商力量

首届世界西商大会开幕式暨主题论坛举行
王永康致辞 魏增军胡润泽岳华峰韩松出席 上官吉庆主持
柳传志余秋雨金建杭作主旨演讲 马云贾平凹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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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上午，首届世界西商大

关心关注西安发展的企业家，共襄新西安

会开幕式暨主题论坛在陕西宾馆举

建设、共谋新经济发展、共商新活力培

行。

育，汇聚大西安追赶超越的澎湃动力。
首届世界西商大会以“‘一带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致辞。副

一路’：新西安 新经济 新活力”为

省长魏增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润泽、

主题，响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

市政协主席岳华峰、市委副书记韩松等出

带一路”倡议，广邀海内外西商和

席。市长上官吉庆主持。（下转4版）

西商代表“走进高陵”参观考察

14日 上 午 ， 我 区 召
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传
达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精

20日 下午 ，首届 世界西 商代 表、秦

理奚嵩华 、陕西智库 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

迎 来西安北 跨渭河发展 的黄金期， 把招

商联合 会会长刘阿 津一行到 高陵考察招

限公司副 总经理林杲 、上海汉鲸 实业有

商 引资作为 追赶超越的 一号工程， 敞开

会议传达学 习市委

商，与高陵共叙乡情、共话发展、共谋合

限公司总 经理梁海珺 、中国人民 银行商

胸 怀欢迎各 地企业来高 陵投资兴业 。扎

办公厅通知，组织原原本

作。区委书记杨晓东和区领导张韶辉、张

业银行安 全支付中心 主任徐雅香 、陕西

实 推进以“ 优惠政策定 制、服务保 障专

本学习了《做一个靠谱的

水利、胡 民升、边 雅妮、周振 强、阎红

瑞宝新材 料科技有限 公司经理魏 万顺等

班 ”为核心 的投资服务 环境建设， 为已

人》《所谓靠谱的人，就

伟、李斌、韦红、谭胜利等陪同。

一行，在 区委书记杨 晓东的陪同 下，前

落 户高陵的 企业提供五 星级服务， 集中

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

往高陵进行实地考察、招商会谈。

解 决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 的存在问题 ，解

落，事事有 回音》等文

在当天下 午首届世 界西商 大会闭幕

神，安排具体落实措施。

后，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佳信海坛控

在招商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决 企业在高 陵“成长中 的烦恼”， 让高

章，对全区深入开展研讨

股集团董事长林正佳、深圳市国洋商业连

张水利对高陵区区域优势、投资环境做了介

陵 成为企业 投资兴业、 壮大发展的 好地

交流工作进行了安排。

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高新丰、西安市广

绍推介，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高陵投资环境

方，全力打造亲商、安商、富商之城。

香园食品 有限公司 总经理姚常 贵、龙元

宣传片。刘阿津代表来访企业做了发言。

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 分公司总经

会谈 结束后， 西商代表 和区内 优秀

杨 晓东在主 持招商会 谈中说 ，高陵

企业代表参观了丝路融豪工业城。

会议传达了 市委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和王永康
书记有关要求，通报了全
市党政代表团赴成都、重

我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办通报》精神
15日上午，区委书记杨晓东主持召

遵守外出 学习考察、 公务接待等 各项具

治党压力， 从严要求各 级党员干部 在方

开全区 领导干部大 会，原原 本本传达学

体规定， 把规定精神 落实到具体 工作的

方面面遵守 好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

习了市 委办公厅通 知要求， 全体区级领

方方面面。

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 活纪

导、各 部门和街道 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了
会议。

二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落实

律，做守规矩、讲政治的明白人。

党委意识 形态工作责 任制要求， 举一反

四是切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认真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

三，全面 分析当前全 区网上工作 存在的

学习我市党 政代表团赴 成都、重庆 、南

委会议 精神和王永 康书记讲 话要求，正

薄弱环节 ，进一步加 强网军建设 ，并组

京、苏 州学习 考察经 验，积 极对 标先

确面对 网络舆情， 多找自身 差距不足，

织对全区 新闻发言人 进行再培训 ，提高

进，正 视短板 不足， 落实好 “五 个扎

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舆情处置工作能力。

实”、“五 新”战略和 “聚焦三六 九，

一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三是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

神。始 终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 前面，严格

履行从严 治党主体责 任，层层传 导管党

振兴大西安 ”的部署， 推动高陵“ 追赶
超越·三次创业”。

庆、南京、苏州外出学习
考察的详细情况，交流分
享了随团学习参观的切身
感受和体会，结合高陵实
际，从发展理念、谋事干
劲、投资环境、做事的精
细化等方面，认真查找短
板，对标先进。
会议总结了 上周工
作，并安排 了近期重点
工作。传达 了市委宣传
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安排了
宣传和意识形态等工作。
会议 要 求： 一是 要 认真 学习 我 市党
政 代表 团 赴成 都等 四 个城 市 学习 考 察经

我区召开招商引资暨“千人亲商助企”工作推进大会
17日 上 午 ， 我 区 召 开 招 商 引 资 暨

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受到表彰

“千人亲商助企”工作推进大会，表彰先

的优秀企业、单位和同志表示祝贺。向所有

进，总结 和安排招商引资 、亲商助企工

积极工作的招商和助企干部表示感谢。

难题。
二要把 准方向 、精准 招商。 聚焦
“125”目标任务，至少引进2个50亿元以

作。区委书记杨晓东出席并讲话。区人大

他说，召开招商引资暨“千人亲商

上的工业项目，抓好外资、民资、央资、

常委会主任胡建超，区领导胡民升、边雅

助企”工作推进大会，主要是要在全区树

融资和内资的指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力争

妮、邓朋 、王健、周振强 参加。区委常

立让实干者得实惠的导向，项目为王、投

今年招商引资达到20%以上的增长速度。

委、常务副区长张水利主持会议。

资为本、发展为上的导向和大发展中要有

三要积极工作、做优环境。要强化

高陵速度、高陵效率的导向。就当前招商

服务意识，招商队伍要解放思想、规划招

引资工作他要求：

商、虎口夺食、严谨细致；在抓好投资环

会议传达了全市千人亲商助企暨表
彰工作推进会精神，总结并安排招商引资
和亲商助企工作；通报了招商引资工作、

一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认清纵

境上，要严守纪 律、全程陪伴、 问题导

“千人亲商助企”活动表彰决定，为招商

向看情况一年比一年好，横向看赶超形势

向、深化改革、敢于担当；在招商引资考

引资工作集体三等功、个人三等功、个人

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充分把握项目质量不

核中，要严明标 准、跟踪考核、 赏罚分

记功，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亲

高、项目开 工率低、服务环 境不优的问

明。

商助企活 动优秀助企干部 进行了颁奖；

题，坚持问题导向，高度警

获奖先进个人代表作了发言。

惕、深刻反思、扎实整改，

杨晓东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区委、区

改变思路、迎难而上、破解

责编 郭静 校对 韩乐

验 ， 积极 转 化 学 习成 果 ， 扎 实 落实 好
“五个 扎实”要求和 “五新”战略部署，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要求和认识上
来。
二是要充分学习借鉴成都、重庆、南
京、苏州等城市在落实新发展理念、城市
规划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正视短板不
足 ，积 极 对标 先进 ， 各司 其 职、 各 负其
责、互相协作、狠抓落实、加强问责，加
快追赶超越步伐。
三是 严 格落 实中 央 “八 项规 定 ”精
神，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始终牢记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深化戒懒戒老爷作风集
中整顿工作，积极锤炼高陵铁军，确保各
项工作扎实落实。

我区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
17日上午 ，我区召开“打

安排了具体工作。区法院、区检

打、敢于担 当、敢于负责 ，围

黑除恶” 专项斗争动员 大会，
传达贯彻 落实全市动员 大会部

察院 、公安高陵分局 和区委宣
传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绕8个方面的打击重点和其他违
法 犯罪 行 为， 出 重 拳、 下 狠

“ 大西 安” 在“ 一带 一路 ”中 如何 有所 作为 ？请 你来 建言 。即 日

署精神， 安排推进全区 工作。
区委书记杨晓 东参加并讲 话，

杨晓东首先传达了习近平
总 书记的重要批 示精神，就做

手，打出声威、打出效果。
三要讲协作。增强大局意

起，本刊开设《“大西安”与“一带一路”》栏目，公开征集社会各界
意见建议，广泛吸收社会智慧，并将这些意见建议转交相关部门。

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建 超，区
领导边雅 妮、王健、谭 胜利、

好 各项工作、为 十九大胜利召
开营造良好氛围，他要求：

识和全局观 念，在工作中 既要
各司其职， 又要协作配合 ，在

围绕“大西安”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与作用，大西安“大”在哪
里，“一带一路”给“大西安”带来哪些新机遇等三个问题，本刊诚邀全区

张效海、 张柱军、张君 林，全
区政法各 部门班子成员 、区级

一要讲政治。进一步提高
政 治站位、深化 大局意识，认

每个环节和 步骤紧密协作 ，确
保工作顺利推进。

专家学者、各级领导、党员干部和广大市民群众深入讨论，开展头脑风暴，
收集“金点子”，在抢抓“一带一路”机遇中开阔思路，携手建设新西安。

各部门、 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参
加会议。 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

真 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
批 示精神，把中 央精神和省市

四要强化问责。对工作推
进落实不力 的，对充当保 护伞

长张水利主持会议。
会 上，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王健宣读了《西安市高陵区

部 署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落实
到 行动上，做到 有案必查、有
黑必打。

的，对说情 打招呼的，要 发现
一起查处一 起，以打黑除 恶营
造良好市场秩 序和安定有序 的

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二要真打除尽。要实干真

“大西安”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与作用

@全体高陵人 您怎么看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表达您的真知灼见：
泾渭风采新闻热线：029-86912383 电子邮件：glxwzx2012@163.com
书信地址：西安市高陵区县门街29号区政府综合楼 高陵区新闻宣传
中心泾渭风采编辑部
邮编710200。

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