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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东调研脱贫攻坚、村“两委”换届等工作
6月3日，区委书记杨晓东用了一整

杨晓东在调研过程中指出，一是针

委班子务必要兑现承诺、干事创业，以党

心的多方衔接和有机结合，让这张红色

天时间开展大调研活动。杨晓东先后到

对扶贫工作，要提高脱贫标准。国家提出

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发挥党支部堡

名片在高陵大放光彩。

鹿苑街道和通远街道，调研检查脱贫攻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这要求我

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用脱贫

随后，杨晓东一行来到通远创想小

坚、村“两委”换届、西北民大博物馆

们不仅要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还要

攻坚、整村改造、壮大集体经济等具体工

镇，与文体中心建设主体中建方程、创

建设、通远创想小镇建设等工作，区领

关注其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

作检验担当和能力。

想小镇运营方浙江海龟科技等方面负责

导张韶辉、邓朋、张博、李斌等参加。

务状况，尤其教育和卫生是一项普惠政

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杨晓东

人举行座谈，听取了小镇建设当前进展

杨晓东先后来到他联系包抓的鹿苑

策，务必抓紧落实，要真正提升扶贫对象

听取了相关部门的规划设计介绍，就规划

街道北樊村九组文家明家、何家村三组惠

的精神状态，让困难群众有尊严地生活。

建设问题和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

兵兵家和通远街道西张市村后荣组荣茜

二是针对村“两委”换届工作，村两委新

杨晓东说，西北民大旧址是重要革

家，详细了解每户的受帮扶情况和生活近

班子成员要把对党忠诚体现在促进村组发

命文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提高重

加 快进 度 、

况，并对所在村组的新两委班子成员和村

展的每一件实事上。对党忠诚、联系群

视、高标准设计、高起点规划，尤其做

聚 焦农 业 特

党组织建设等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众、为民服务不是句空话，新当选的村两

好西北民大和党校、通远教堂、文体中

色再发力。

问题在一线发现 工作在一线推进

的汇报。
杨晓东指出，通远创想小镇是我市
重点农业特色小镇，务必要整合力量、

5月31日下午，区委书记
杨晓东走进源田梦工场众创空

——杨晓东开展体验式督导调研活动纪实

间，开展“创业西安行 高陵

走 出办公 室， 换位解 民忧。 近
期，我区各部门、各街道以体验式督

在区医院大厅，杨晓东和大家一
样排队缴费，向窗口医务人员仔细询

维护不及时等问题，杨晓东安排随后
闻讯赶来的医院带班院长，要立即行

在行动”活动。区委常委、副

导调研为契机，变身普通群众，走进
企业、村庄、景区、街道、医院、学
校……当面谈，实地看，亲身感，发

问医院科室设置、就医流程、每天就
诊人数等情况。随后，杨晓东来到三
楼的就诊科室按序挂号，向护理人员

动、限时整改。
杨晓东还详细了解了市第一医院
托管情况、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护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将大调研推
向深入。

了解一天放多少号、就医群众是不是
都能排到号、要等多长时间、当天的

人员职称评定向一线倾斜、家庭医生
签约、远程医疗等情况，他要求要围

谈企业难题、谈发展诉求。

老百姓看病难在哪里？区医院托管
后群众得到了哪些实惠？医护人员服务
群众满不满意？群众企业办企办税简化

号放完了怎么办等问题。
在儿科诊室，杨晓东与带着孙子
就医的群众交谈，亲切了解孩子患了

绕就诊和 服务两个重点，在 医疗质
量、医师 培训、力量下沉、 资源倾
斜、内部管理等方面提升加强，把区

园、中铁 电化等5家企业结

了哪些程序？节省了多少时间？……
带着这些问题，6月1日上午，区

什么病、每次就医要花多少钱、医疗
报销手续麻不麻烦、还有哪些不方便

委、区政府各项既定的决策落实、落
细，让高陵群众能够享受到全方位、

委书记杨晓东不打招呼、不带陪同，
到区医院和区党政服务中心开展体验

的地方。在电梯中，当有群众谈起最
近儿科患者多、挂号难、排队时间长

全周期的医疗卫生服务。
在区医院体验调研后，杨晓东来

式督导调研 ，到一线查问题、 找方
法、解难题、抓督导。
占地118亩、拥有550张床位的高

等问题，杨晓东表示将立即安排，合
理科学调配医疗力量，让群众都能及
时看上病、看好病。

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服务大厅办税
窗口终端体验办事的环节流程等，了
解办企办税程序、时效时限等问题，

陵区 医院2015年 建成投 用后，又 于
去年由西安 市第一医院托管 ， 让高

对调研中发现的排队缴费区域管
理粗放、放号挂号数量少、医疗力量

他要求要围绕“三化五最”的目标，
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

则，地方 发展靠的不是假 大空，靠的是务 实高

陵群众不出 高陵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
医疗服务。

调配不科学、群众就医等候时间长、
医院工勤人员履职不到位、医疗设备

让企业和 群众真正少跑路甚 至不跑
路，办事更方便、更舒心。

要主动出击，加大力度、扩大范围、研究政策，

（上接1版）四是任务务必明确明晰 。督查过程中， 要
重点了解掌握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区、街道党（工 ）委书记

区长胡民升，副区长王小玲及
座谈会上，杨晓东要求
大家直奔主题、聚焦问题，
北成电子、航天德林、益翠
合自身实际，提出了产业资
质申请、技术人才招引、土
地手续、基础设施等问题。
杨晓东逐一作答，现场安排
责任部门、专人跟进，督察
部门按表计时、严督实查。
杨晓东指出，要始终明
确 务实 干 事 和市 场 主体 原
效，靠的是市场主体。涉及双创工作的政府部门
为企业提供阳光雨露，助力企业茁壮成长。

杨晓东与蓝城集团总裁许峰进行招商会谈

责任落实情况；二是信访问题和网络舆情处理情况 ；三是村
“ 两委” 换届选举政策执行情况 ； 四是 “ 大体检 ”“ 大排

5月31日下午，蓝城集团总裁许峰带队到我区

田园综合体建设；而作为富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节

考察田园综合体建设。区委书记杨晓东，区委常

点区域，高陵发展形势喜人，国家级三项改革试点

查”开展情况。
杨晓东汇报了全区村“两委”换届工作进展情况，并作了表

委、副区长胡民升，区政协副主席谭胜利及相关部

也带来政策优势，营商环境更是走在全省区县前

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列，对田园综合体的引入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态发言。
一是坚决把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主战
场， 作为对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考验 ，充分认清换届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坚决落实市委要求，以案为鉴 、以案为

座谈会上，杨晓东从高陵的区位交通、农业

许峰表示，高陵发展有条件、招商有诚意、

基础、发展布局、产业规划等方面，向企业作了全

产业有基础，蓝城将加强对接、梳理情况、仔细

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并给出适宜选址的建议。他指

研究，希望蓝城能给高陵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

出，高陵作为涉农区县，全区上下都十分支持鼓励

的田园生活。

镜、汲取教训，做到思想上真重视，行动上真落实。
二是坚决落实“8 +1”刚性要求。 将“8 +1”资格条件作
为审核村“ 两委”班子候选人的铁规，不折不扣严格执行 ，
对已当选的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正在进行的村委会换届选

谢宁元调研田家社区二期推进工作

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让群众早日回迁

举工作逐村逐人过筛子、严查核。
三是坚决迅速处置信访问题和网络舆情。建立换届网络

5月31日上午，区长解宁元
带着促进群众尽快回迁问题，

在田家社区二期，解宁元
一行实地查看了小区绿化、房

社区公司负责，区建住、鹿苑
街办等单位配合，加快推进环

舆情处置机制，做到第一时间处置 ，第一时间上报 ，对违法
违纪 、涉黑涉恶案件线索， 做到“ 七快”， 即快处 、快侦 、

对田家社区二期推进工作进行
了调研。副区长韦红，区政府

屋装修等情况，询问了环境卫
生整治、水电气配套等事项，

境整治、围墙圈建、项目收尾
等工作，为群众尽早回迁入驻

快破、快捕、快诉 、快审、快判。
四是坚决夯实街道党工委书记换届选举工作主体责任，要

办、区财政局、区建住局、区
统筹办、三阳新社区建设公司

现 场协 调 了 项目 变 更 备案 登
记、资金审核拨付、群众回迁

提供良好条件。
另外，解宁元一行还调研

求街道党工委书记对换届选举工作亲自过问、全程参与、掌握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等工作。解宁元要求，三阳新

了治污减霾等工作。

全局，逐村分析研判选情，对每个村选举方案要亲自把关，每
个提名候选人要亲自谈话，每个选举现场要亲自指导。
五是坚决从严问责。 对换届选举中出现人选把关不严、
程序履行不到位的， 要从严追究责任，对存在拉票贿选等肆
意破坏换届选举工作的人和事，一律顶格处理，绝不留情。
动员会后， 又召开了全区村“ 两委” 换届工作研判会。
会上 ，市委督查组就全区开展重点督导和普遍排查工作提出
要求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鱼成龙对我区开展督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区村 “两委 ”换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换届联审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80余人参加会议。

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家长及中小学生：
随着暑夏的到来，下河玩耍游

关于禁止下河游泳的通告

泳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家
庭幸福，我们警示：任何人都不要在河道玩耍、垂

群众、家长以及学生汛期要管好自己和孩子，不要
在河道玩耍、戏水，更不要下河游泳。

钓游泳。河道是行水、泄水、排洪的通道，不是游
泳场所。河道内滩险坑深，冲淤变化巨大，暗流漩

为了珍惜生命，防止意外溺水事故发生，我
们真诚告诫大家，为了你及家庭幸福，请不要下

涡，水流复杂，加之夏季天气变化很大，下游阳光
灿烂，上游可能正发生大洪水，在短时间下游水位

河游泳，珍惜生命。
特此通告

会迅速上升，给在河道内的人措手不及，无逃离时
间，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在此我们提醒广大人民

高陵区水务局 高陵区渭河管理站
2018年5月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