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28日上午

逼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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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

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
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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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

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

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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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人民日报》）

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和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

5月31日晚 上，区
委书记杨晓东召开铁腕
治霾和河湖长制专题会
议，传达贯彻王永康书
记当天上午调研铁腕治

5月28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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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问题……》信息上 的重要批示和西
安市“互看互学”大 比武活动有关情

习《梁 家河》背后的精神力 量，自觉
把《共 产党宣言》作为枕边 书，把学

霾“散乱污”专题和河

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市委会议精神
和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

况以及中共西安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关
于 扶 贫 领 域腐 败 和 作 风 问 题 典 型 案

习钻研 《梁家河》的“大学 问”作为
当前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不 断从中汲

理”专题工作的讲话精

会议 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 在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中央政

例；传达学习了5.14省市校园周边安全
整治暨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工作电视电

取树牢 “四个意识”的力量 、奋进新
时代的 力量、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的力

作。区领导解宁元、张

治局第五次 集体学习会、十九届 中央
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和全国生 态环

话会议、西安市学习 宣传《梁家河》
座 谈 会 、 全市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专 题 会

量，深 入学、持久学、刻苦 学、带着
问题学、理论联系实践学。二要

韦红、谭胜利和铁腕治

境保护大会 上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
传达了王 永康书记5月7日在 《要情 快

议、2018年第一次新闻宣 传工作联席
会议等会议精神，听 取我区贯彻落实

“干”，要用理论学习武装头脑，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干事理念，全心干

报》第526期《新西安往何处去：为什
么我们不应 该是保守派》和《要 情快

情况。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会议要求 ，一要“学 ”，要学习

事、干净干事，增强干事的执行力，对
各项重点工作抓好落实，做到言必行、

记在 全国 生态 环境 保

报》第529期《关于西安当前发展的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本理论，学

行必果、果必复。

神， 全面 传达 了王 永

湖长 制“ 农村 污水 治
神， 安排 贯彻 落实 工
韶辉、张水利、李斌、
霾办小组成员参加。
会 上， 杨 晓 东 首
先领 学了 习近 平总 书
护大 会上的讲 话精
康书 记在 调研 铁腕 治

我区召开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

霾“ 散乱 污” 和河 湖
长制 “农村污 水治
理” 工作 的讲 话要 求

5月29日上午，我区召开全区基层党
建工作推进会。区委书记杨晓东出席并讲

干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党员先行，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败，谨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保
持一个清白的名声、一个廉洁的口碑，

话。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区长解宁元主
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鱼成龙通报全

二是要对照标杆学和干。要全方位
学习借鉴浙江基层党建的经验做法，把

做到既对组织负责，也要对自己和家人
负责。

次周例会安排。

和市 铁腕 治霾 办第 八
会 议要 求 ， 一 要

区第一季度基层党建工作督导检查和赴浙
江考察学习基层党建工作有关情况。

学理念、学党建作为第一道程序；要坚
持目标导向的引领，围绕党建报表，做

四 是要务 实落实踏 实。要保 持定
力，乘势发展，坚决清除心浮气躁、作

点对 点抓 落实 。要 认

杨晓东就扎实做好全区基层党建工
作，提出四点要求：

到创建任务目标化、目标任务项目化、
项目管理责任化；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方

风漂浮、落实不力的不良倾向和作风，
保持干事的静气定力、专注恒心；要认

研铁 腕治 霾和 河湖 长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要落实“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要求，牢

法，认清薄弱环节、承认薄弱环节、抓
住薄弱环节，既解决干部不愿抓、不会

真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肯干

求， 一项 一项 对照 ，认 真抓 好“ 四治 一

记第一职务是党的书记、第一身份是党
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根本是增强党

抓、抓不实等思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
实际问题；要坚持效果导向的标尺，抓

事体现担当、以会干事体现能力、以干
成事体现落实、以不出事体现干净，把

治等重点工作，补齐短板弱项，确保超额

的意识；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实增强党
的意识和主业意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

基层党建拒绝拍胸脯，用事实来说话，
以结果论英雄。

主业抓好，凝神聚力推动高陵“追赶超
越·三次创业”。

环境保护的重点工程项目，做到招商项目

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不
称职”的认识；区级领导要发挥好表率作

三是要严守纪律规矩。各级党组织
书记要切实负起抓班 子、带队伍的责

区委常委，区人大、区政协主要负
责同志，各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区

度。三要动真碰硬。对突出问题要真正铁

用，既要带头严守党纪党规，也要履行
好抓分管联系部门、包抓街道党建工作

任，为人正派，干净做事，维护党的威
信和形象，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

委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区级各部门党
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全区新任村党

格长制等工作上干在前、冲在前，发挥党

的责任。各级党组织要抓好全体党员，

任；要对组织忠诚老 实，坚决不搞腐

支部书记共150余人参加会议。

6月1日下午，我区召开2018年
“追赶超越”一季度汇报点评会，

杨晓东在讲话中要求，要围绕
“学” 和“ 干” ，讲 团结 、干 实

传达贯彻落实全市追赶超越一季度

事、带风气、守规矩、抓基层，对

汇报点评会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工
作，安排当前重点任务，确保顺利

表、对 标抓 落实 、抓 执行 、抓 细
节，确保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区委书
记杨 晓东 主持 并讲 话， 区委 副书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一要 准 确把 握 形势 任 务的 变

记、区长解宁元安排下阶段工作，

真学 习王 永康 书记 调
制工 作系列讲 话要
增”、农村污水治理和“散乱污”企业整
完成任务。二要抓项目进度。要围绕生态
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进
腕执法、铁面问责，共产党员要在履行网
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工作落实。
责 编 郭 静 校对 韩乐 蔡阿园

我区召开村“两委”换届工作督查动员会
按照全市农村 “两委 ” 换届工作集
中督查的安排， 5月 29 日上午，我区召开

二是督查务必全面覆盖。此次督查主
要采取重点督导和普遍排查相结合的方式

全 区村 “ 两 委 ” 换届 工作 督查 动员 会
议 。市委农村“ 两委 ”换届工作第八督

进行 ， 重 点督 导要 做到 “ 四 个必 须 走
到”，即每一个镇街必须走到；涉及网络

化。要适应考核形势变化，清醒认识

查组组长阎红梅 、 副组长赵成民及督查
组全体同志 ，区委书记、 区换届选举工

舆情和信访问题的村必须走到；矛盾突出
的重难点村必须走到；村委会换届未完成

区委副书记张韶辉通报全市“追赶
超越”一季度点评会议有关情况。

考核隐忧，对标调表、务实落实，对
得上抓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不断

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晓东以及全体区级领
导出席会议。

村必须走到。普遍排查要做到“三个全覆
盖”，一是对辖区内所有村开展全覆盖督

全体区级领导，各街道、区级各部

巩固优势指标，补齐短板弱项。
二要抓紧重点任务。要牢固树

阎红梅传达了王永康书记对换届选
举工作的批示和全市督查动员会精神 ，

导检查，二是对“大体检”“大排查 ”进
行一次全覆盖“回头看”，三是对各村换

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自觉在大

并就此次集中督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思想务必高度重视。要提高政治

届档案进行一次全覆盖查。
三是人选务必细查细究。 人选把关

在前、 冲在 前， 发挥 先锋 模范 作

站位，充分认识到此次集中督查的极端重
要性，充分认识选优配强农村“两委”班

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 ， 是一个 “ 四
个意识 ” 强不强的问题 ， 人选资格条件

分别作经验交流和整改表态发言。
区领导张水利、胡民升、邓朋、王

用，当好事不过夜抓落实的表率。
三要强化考核问责。要进一步

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严治党的政
治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

是一个刚性要求 。 在重点督查和普遍排
查中 ， 要对换届人选“ 大体检 ”、 党员

健、鱼成龙、周振强、张博、王小

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严格按照有

玲、 李斌 、韦 红、 师文 忠、 赵变
量、仲伟周围绕分管工作依次进行

关规定进行调整问责，形成奖优罚
劣的鲜明导向，推动形成良好的干

攻坚战的组织保障，是加快大西安“追赶
超越”进程、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关键举

干部涉黑涉恶 “ 大排查 ” 相关资料进行
认真检查 ， 特别要对当选村干部和候选

点评。

事创业氛围。

措，集中精力，通力配合，把督查工作各
项任务落实好、完成好。

人是否符合“ 8 +1”人选资格条件进行重
点检查。（下转2版）

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 上 ，区 统 计局 通报 了 我区
“16＋N”指标完成情况，五张报表
牵头单位汇报了指标完成情况，考
核成绩排名前二名和后二名的街道

局下考 量行 动， 做心 中有 数的 干
部；区级领导和党员要想在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