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五新”战略补齐发展短板 凝心聚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中共西安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举行
王永康作重要讲话 上官吉庆部署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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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
西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举行。
全会认真贯彻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和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精神，
对标“五新”战略任务，审议通
过《中共西安市委关于落实“五
新”战略 加快补齐“十大短板”

胡润泽在高陵区调研泾河治理和规划工作

的决定》，总结我市2017年上半年工
作，研究部署补短板和下半年工作。
全会由 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王永康作重要讲话。市
委副书 记、市长上官吉庆部署经济工
作。市委副书记韩松，市委常委史晓
红、吕健、吴键、杨鑫、李婧、卢凯、高
杲、李毅在主席台就座，（下转3版）
8月20日，在全市落实全

省追 赶超越 第二季度 点评会
议精 神部署 会后，区 委书记

8月 23日下 午，市 人大 常委 会

作：一是要高起点规划，精心设

三是要进一步履行好河长职责，要

杨晓 东立即 主持召开 区委常

主任胡润泽到高陵区调研泾河治理

计。规划要做好水资源利用、生态

加强日常管理，做到责任到位、工

委扩 大会议 ，传达学 习中央

和规划工作。

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三篇文章，积极

作到位、管理到位。紧紧抓住污水

和省 委脱贫 攻坚有关 精神，

胡润泽分别听取了高陵区关于

借鉴兄弟城市的治水经验，重点抓

截流、垃圾清扫、漂浮物清理、拆

研究 安排全 市部署会 贯彻落

河长制工作情况、泾河风光带景观

住中心城市三公里城市公园建设这

除乱搭乱建这四大工作任务，把泾

实工 作。全 体区级领 导、各

概念规划情况、泾河沿岸四个街道

个突破口，用好成熟治水技术，打

河建设成高陵人民向往的景观河、

街道 部门主 要负责同 志和涉

河长开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高

造精品工程，做到让人眼前一亮、

幸福河。四是要加强对泾河流域水

农街 道村党 支部书记 、村委

陵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规

为之一振。二是要整体系统科学地

质的监测。要在泾河进水断面、河

会主任参加会议。

划设计单位就泾河风光带景观概念

打造泾河沿线。要贯彻“绿水青山

道中间断面以及出水断面分别设置

会 议原 原本 本传达 学习

规划情况深入交换了意见。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用好

监测点，实时进行监测，完善监测

了汪 洋同志 近期有关 脱贫攻

胡润泽指出，近一段时间，高

自然资源，抓住中央和省市加强河

档案，全面掌握泾河高陵段的水质

坚工 作要求 、胡和平 省长在

陵区围绕泾河两岸的治理和规划，

道治理的有利契机，用对历史和人

情况。

九三 学社中 央调研组 脱贫攻

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初

民负责的态度，全力推进泾河两岸

步成效。下一步要重点做好四项工

治理工作，建设好泾渭分明景区。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德安参
加调研。

（转自《西安日报》）

坚民 主监督 座谈会上 的汇报
讲话 和全省 第二季度 追赶超
越点评会议精神。

25日下午，我区召开区委常委
会议，传达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
神，安排落实措施。
会议要求，一是全区各级各部

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传达
贯彻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

杨 晓东 再次 组织大 家学
习了 全省点 评会和全 市部署
会安 排，就 贯彻落实 中省精
神和 王永康 书记讲话 要求，
做好 五张报 表、脱贫 攻坚常

门将学习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三次

理解补短板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

案》，主动认领，一项一项的抓落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

义，正视短板不足，积极对标先

实。四是抓好当前重点工作。要认

一 要抓 发展 。要干 、实

政治任务，根据市上统一安排抓好

进，加快追赶超越步伐。三是真抓

真抓好脱贫攻坚、招商引资、维稳

干、 真干， 聚焦进一 步扩大

宣传贯彻落实工作。二是学深悟透

实干，干，大干，实干。按照市委

信访等重点工作。

有效投资，狠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融资

市委书记王永康的讲话精神，准确

即将印发的《决定》和《工作方

责编 郭静 校对 韩乐

态化和当前重点工作要求:

渠道，狠抓西商走进高陵成果对接落实，狠
抓 投资 服务 环境 建设 ，努 力营 造亲 商、 安

杨晓东走访企业送信心、送政策、送服务

商、扶商的发展环境。
二要抓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
力度，加快推进以六项国家改革试点为抓手

21日下午，区委书记杨晓东到

自主创业不易，产品的设想和思路

最后，杨晓东希望企业做好文

中小企业聚集园走访入园企业，实

不易，能吸纳残疾人、下岗职工就

化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和职工福利

地查看了以吸纳下岗职工、残疾人

业，尽到社会责任不易。作为联系

待遇等工作。中小企业聚集园要为

三要抓稳定。要扎实落实维护稳定主体责

就业的陕西布木汇工贸有限公司，

包抓企业，会经常来走走看看，及

企业做好全方位服务，抓好区内环

任和属地责任，细化任务、压实责任、细致工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企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企业提

境卫生治理，提升园区形象。

作，为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业负责人交流座谈，听取企业存在

出的问 题和难 题，现 场确定 6项解

问题，逐项研究解决措施。

决措施，安排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

在座谈会上，杨晓东说，企业

杨晓东还调研了众创空间项目
建设。

的农村“三变”改革，实现率先突破、走在
前列。

四要抓脱贫。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克服政治意识不强、作风不细不实和基层

限，确保有效落实。

组织执行力不强等问题，扎实整改交叉检查反
馈问题，确保脱贫攻坚常态化取得实效。

我区与陕西环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5日下午，高陵区与陕西环保

陕西环保产业集团作为陕西省

集团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

委、省政府确定的环保产业投融资

略合作协议，陕西环保集团总工程

平 台， 环 保 新 技

师颜昊、陕西环保集团生态建设管

术、新产品研发集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正喜等出席，

成和 示 范 推 广 平

区委书记杨晓东和区领导张韶辉、

台，环境污染治理

胡民升、阎红伟等参加。

设施专业化运营、

双方 采取PPP合作 模式，就 高

环境影响评价、污

陵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及运营合

染治理工程设计与

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高

施工等环保产业综

陵城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工

合服务提供商，有

作，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生态宜居

能力满足我区在生

大美高陵。

态环 境 保 护 的 各

五要抓纪律。要坚持更严的要求、更高
的标准，用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纪律
打造高陵铁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种专业化需求，并且能够为节能环

以 极度 认真 的工 作加 快推 进高 陵“ 追赶 超

保产业等发展提供支持。

越·三次创业”。

21日上午，赛伯乐投资集

域事业部总经理王久胜等一行

团董事长、创始人朱敏，北京

就产业新城项目合作事宜进行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五届全

产教融合科学研究院院长、北

座谈。 张水利 、胡民升 等参

国检察长论坛上，区检察院荣

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副所长

加。

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集

李杰等一行来我区考察。杨晓

25日上午，全国老龄办党

东、胡民升、边雅妮、韦红等

组成员、中国老年杂志社社长

陪同。

李耀东来我区调研养老服务工

22日上午，杨晓东和华夏

作，省老龄办主任蔺金锁等省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区

市有关部门领导和张韶辉、李

斌、韦红陪同调研。

体”，这也是区检察院连续七
年获此殊荣。

一周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