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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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
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四风、强作风的相关批示

确保今年各项重点工作圆满收官
12月29日晚，区委书记杨晓东主
持召开区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批示精神，研究安排有关工作。
会议逐项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12月15日的有关批示、省委办公厅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精神，进一步纠正“四风”加
强 作 风 建 设 通知 》 、 市 纪 委 《 关 于
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的通报》、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现场会精神；讨论审议了《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健全区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制度、区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
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关于补齐干
部作风短板的实施方案》《“打造追
赶超越铁军 补齐干部作风短板”专项
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等内容。

会议要求 , 一要守规 矩，全区党
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
而不息纠“四风”，为各项工作落实
提供坚强保障；二要带风气，要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三
要抓落实，确保今年各项重点工作圆
满收官，确保来年工作开局良好。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议题。

我区传达学习胡和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议精神
12月27日晚，区委书记杨晓东主
持召开第62次区委常委会议，传达学
习胡和平同志在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
期间参加第11组讨论时的讲话精神、
第60次市委常委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
务虚会议精神，并逐项安排了我区贯
彻落实工作。

12月29日 晚, 区委 书记 杨 晓东 主
持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研究安排
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会上，杨晓东传达了王永康书记
在全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上官吉庆市长关于2018年
全市经济工作的讲话、《中共西安市
委关于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12月 26日 上 午 ， 杨 晓 东 开 展
“工业促投资稳增长”年终大走访活
动，先后前往西安北城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和陕西中兴林产有限责任公司，
上门给工业企业送服务、送政策、送
信心，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
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
12月 26日 上 午， 区委 书
记杨晓东在企业走访活动结
束后，前往崇皇街道督导检
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
情况。
在听 取了崇皇街 道党工
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情况汇报后，杨晓东说，崇
皇街道工作的思路、成效、
措施都比较好，但也要正视
问题。他把党员干部工作情
况形象地比喻成“醒得早、
起的快、穿的慢、出门
晚”，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
讲团结、干实事、带风气 、
守规矩、抓基层，并提出了
具体要求：

会议要求，一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书记胡和平的指示要求，将省委全
会精神体现到我区全会决定和明年工
作部署中；二要改善干部作风，持续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要原文学习毛主
席《寻乌调查》，大兴干部调查求实
之风；三要科学谋划明年工作，想好

怎么干，打赢三场攻坚战，确保来年
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四要认真
贯彻 落 实 中 办 国 办印 发 《 关 于 做好
2018年 元 旦 春 节 期 间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精神，统筹做好双节期间各项工
作，为全区人民欢度“双节”做好服
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我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传达贯彻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
在大西安国际化进程中做出高陵贡献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加快大 西安国
际化进程的决定》的主要内容，就会
议有关内容和部署逐一作了解读，安
排了具体贯彻措施。
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7年中国
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日
前发布，2017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区 、投 资潜 力百 强区 等系 列榜 单出
炉。高陵区入围“2017中国投资潜力
百强区”，成
为全省唯一上
榜区县。

一周要闻

一要体 现全面， 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既要实现各党员各党支部的全
面覆盖，又要实现各个项目各
项工作的全面覆盖；
二要落 实从严， 牢固树
立规矩意识，从严从实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化作风建
设，加强纪律监督检查；
三要奖 惩并施， 用好用
活“三项机制”，既要正面
激励，又要反向教育，激励
干部立足岗位、干事创业；
四要夯实责任，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领导班子要
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层
层压实责任。

会议要求，一要认真学习贯彻省
市委全会精神，细化分解工作任务，逐
项抓好贯彻落实；二要举办好我区每月
一期的擂台赛，比一比、赛一赛，形成
一级抓一级的责任体系，形成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三要学建设城市新区的思
路理念、规划路径、建设目标等，在大
西安国际化进程中展示高陵作为、做出
高陵贡献；四要加强请示报告，增强纪
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按规定、按程
序、按要求请示报告；五要做好迎接考
核、维护稳定、谋划新年、严明作风、
访贫问苦等当前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
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
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对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汪洋
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
（摘自《人民日报》）

12月 25日 上
午，区委书记杨晓
东主持召开区委常
委会议，传达学习
省委、市委有关会
议精神和王永康书
记的批示要求，研
究安排贯彻落实工
作。
会 议传 达了
胡和平书记在省委
十三届二次全会第
一次、第二次全体
会 议上 的 讲 话精
神、毛万春副书记
的讲话要求，逐项
传达了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精神、王永
康 书记 关 于 高陵
入 选全 国 投 资潜
力百强区的批示精神，研究安排了监
察体制改革等工作。
会议要求，一要深 入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
神，按照全会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和
安排的八项工作，对标调表，抓好落
实。二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坚决防止
“四风”问题反弹，加大办案力度，
形成常态化监督检查。三要认真贯彻
落实王永康书记的批示要求，抓好招
商引资、人才引进、固定资产投资、
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做大做优做强工
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各项重点任务。
四要全面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联系
对接，在农村污水处理、农业科技化
建设、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基础设施
建设、配套产业发展等工作上争取方
方面面的支持。五要抓好年终目标责
任 考核 各项 工作 ，认 真 谋划 明年 工
作，确保各项工作走在前列，取得优
异成绩。
责编 郭静 校对 韩乐 蔡阿园

区 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开 展《习近平 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诵读活动和研讨交流
12月 25日 上午， 区委理 论学习中 心
组开展集中学习。中心组成 员分别围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相关内容
开展诵读，并结合各自思想 工作实际，
进行研讨交流发言。区委书 记杨晓东主
持学习。
会 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二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主要内容
和精神实质，蕴含着中国道 路的成功密
码，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
权威读本。
会 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 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做到常思 常悟、常学常新，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来，统一到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原
原本本、扎扎实实地学习，真正做到学深
悟透、精准把握，从中找到破解改革发展
难题的金钥匙；要学用结合，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谋划好高陵未
来发展；要立足当前、真抓实干，紧盯各
项任务指标，强化措施、强力推进，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