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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0日，
市委副书记钱劳动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市委办
公室直属机关党委第二
党支部党员会议，与支部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
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
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并与
大家交流心得体会。

钱劳动强调，要创新
党支部活动，注重形式与
内容相统一，把政治性、科
学性、趣味性有机结合起
来，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丰
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
确保每一项活动取得实
效。具体工作中要做到

“三个结合”，一是与理想
信念提升结合起来，扎实
抓好党支部的政治建设；
二是与综合素质提升结合
起来，不断增强自身业务
本领；三是与工作水平提
升结合起来，为推动市委
中心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黑恶必除，除恶务尽。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我市把扫黑除恶作为政治任务扎实推
进，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总体部署，坚持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工
作原则，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通
力协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稳步推
进。2018 年，全市刑事报警下降
20.6％、治安报警下降7.3％，全市社
会治安满意率同比上升0.59个百分
点，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公安机关：雷霆出击
守卫驼城平安

如今的榆林，在城区各大型商
场、车站和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扫
黑除恶的宣传标语和横幅，不时吸引
着过往的群众驻足。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这场全
民战争的关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开展了
进集镇、进企业、进社区、进商场、进车

站的“五进”宣传活动，通过陕北说书、
面对面解答等宣传方式让广大人民群
众深入了解扫黑除恶相关内容。同
时，在车站、夜市等容易滋生黑恶违法
犯罪行为和黑恶势力经常活动的场
所，张贴标语，悬挂横幅，设置宣传墙
报、板报，设立举报箱。充分利用辖
区、街头、广场、商场、集贸市场、车站
等场所LED屏、出租车宣传屏、公交
车车载电视等，将扫黑除恶宣传事项
具体化、最大化，确保宣传无死角。

（下转第三版）

钱
劳
动
参
加
党
支
部
党
员
会
议
时
强
调

创
新
支
部
活
动

做
到
﹃
三
个
结
合
﹄

加强协作 形成合力
——扫黑除恶榆林在行动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见习记者 陈静仁

本报记者李狮报道 6月 11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
意见。市委书记戴征社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全市上下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认识和推动本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要求上
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开展好主题教育。开展主
题教育对榆林加快修复当前政治生

态，解决好“三个不严”（管党治党不
严、干部管理不严、社会治理不严）问
题有特殊重要意义；开展主题教育能
让干部队伍接受政治洗礼，解决存在
的“为民情怀不牢，宗旨意识不强，工
作作风不实”问题，使干部队伍素质适
应当前新的要求；通过主题教育提高
领导干部敢担当、能作为精神劲头，着
力解决各领域突出问题，加快推进榆
林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市县两级要按照中省
统一部署，结合榆林修复政治生态和
干部思想行为特点，吸取过去开展主
题教育的经验教训，尽快组建主题教
育活动领导小组，扎实制定好开展主

题教育工作方案。市县党委要迅速启
动主题教育的相关学习，市委常委班
子要带头学，为主题教育做好思想和
理论准备。要全面做好当前各项工
作，做到抓机遇促发展、补短板守底
线，特别要做好大上项目、脱贫攻坚、
安全生产等重大工作，全力抢抓“两大
机遇”，实现“两大突破”，抓好六项重
点工作，守住五条发展底线，为集中学
习创造良好条件。

针对扫黑除恶工作，会议强调，全
市上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维护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维护百姓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感的高度来认识扫黑除恶工作。
榆林经济发展现状和所处的环境，使我

市面临的扫黑除恶工作艰巨性、复杂性
更大，要以此次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为契机，采取更强的力度、更实的
举措，彻底铲除黑恶势力，促进全市社
会治理水平大提升。扫黑除恶领导小
组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细致研究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规律特点，紧
抓重点领域、行业、地区，创新案件信息
搜集，采取强力举措，重点打击“关系
网”和“保护伞”，下功夫解决深层次问
题。同时要以本次中央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督导为契机，找准问题、补齐短板、
改进工作，发现一批问题线索，彻查一
批大案要案，打掉一批“保护伞”，努力
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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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从6月3日
进驻陕西省督导，至7月2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
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专用邮箱，受理陕西涉黑涉恶问题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举报电话：029—81025110
举报邮政信箱：
陕西省西安市A806号邮政信箱。
邮政编码：710065
受理来电时间为每天8∶00至20∶00。如有举报

线索，请来电来信或登录全国
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进行
举报。

举报网址：
www.12337.gov.cn

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
2019年6月2日

中央扫黑除恶
第12督导组公告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戴征社主持

本报记者李狮 见习记者
李志东报道 6月 11日，中央
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第五下沉
组来我市开展为期5天的督导
工作。当日上午，我市召开汇报
会，第五下沉组组长管建军讲
话，市委书记戴征社作汇报，市
长李春临主持。

听取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情况汇报后，管建军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他强调，榆
林市要高度重视本次扫黑除恶
督导工作，以督导压实政治责
任、回应人民期待、破解重点难
点问题，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全面胜利。

管建军要求，榆林市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确政治方
向，抓紧落实“五个再来一遍”，
深入开展“三个大起底”，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不断夯实
基层基础，维护榆林平安稳定，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榆林市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抓好各
项工作的落实，以实际成效回应
人民群众的期待。一要组织精干
力量对中央督导组交办和群众举
报的线索集中攻坚，认真梳理核
查。二要统一安排有关领导同志
与基层有关负责人普遍谈话，摸
清底数。三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提
供线索，紧紧抓住正在办理的涉黑涉恶案件，依法快侦快诉
快判，有力震慑犯罪。四要敢于较真碰硬，不掩盖问题，不
回避矛盾，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
伞”。五要加强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建设，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确保专项斗争持续有效开展。

戴征社表示，此次中央督导组下沉榆林督导，是对我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是对全市党
员干部党性原则、政治意识、责任担当的一次重大考验。
我们将以此次专项督导为起点，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和中省决
策部署，把开展专项斗争贯穿到推进追赶超越、落实“五
个扎实”要求全过程，紧盯破坏投资环境、影响社会和谐、
侵蚀发展成果、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等突出问题，层层传导
压力、严督实导、真抓实打，用具体行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开展线索大排查
大清底行动，更加广泛地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深入查找涉
黑涉恶线索和“保护伞”问题。以“黑恶积案清零、问题线
索清零”为目标，全面梳理、深挖彻查，开展重点行业和领
域专项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对可能存在“保护
伞”的重点案件线索，组建专班，多管齐下，彻底摧毁黑恶
势力，向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督导组其他成员、陕西省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
会议。市领导刘春桥、杜寿平、张凯盈、雷正西、马洪潮、
李博、张启东、张守华、郭培才、李晓媛、张明、张胜利参加
会议。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举报箱
地址：榆林市高新区榆溪大道与明珠大道十字路口

西南角
举报箱受理时间：6月11日中午12∶00—6月15日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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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炜报道 6月11日，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戴征社主持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省部署，明确责任，敢
于担当，以改革推动榆林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精神，审议了《榆林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榆林市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榆林市产
业园区投资项目承诺制和容缺审批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榆林市贸促会深化改革方案》和《榆林传
媒中心薪酬管理办法（试行）》。

会议指出，对于榆林这样一个以资源开发
及深加工为主要产业支撑的城市来说，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和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等改革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在学习领会中省相关要
求、政策的基础上，探索出台符合榆林实际的工
作措施，加快地方立法步伐，推动相关工作法治
化进程。

（下转第三版）

戴征社主持召开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本报通讯员史飞 杜银宝 李刚
报道 6月4日至9日，应新加坡华乐
团邀请，米脂吹打乐团组织24人的代
表团首次走出国门，赴新加坡进行交流
演出，并与新加坡华乐团在新加坡滨海
艺术中心共同演绎了大型管弦乐组曲
《永远的山丹丹》。

本次音乐会是新加坡华乐团

2019年重点艺展项目，由世界著名指
挥家叶聪担任指挥，中国著名青年作
曲家王丹红现场指导，著名青年唢呐
演奏家王展展、板胡大师沈城、陕北
说书非遗传承人高永原、著名陕北民
歌手苏文等一同演出。

当高亢入云、震天撼地的米脂唢
呐声落下后，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响

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你们太棒了！”
叶聪在演出结束后这样评价米脂吹
打乐团。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
伟山表示米脂唢呐太震撼！太牛
了！华乐团邓女士激动地说：“真的
好震撼啊！我感受到了黄河奔腾的
气势、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我的眼
眶都红了。”新加坡观众纷纷表示，他

们体验到了万里之遥黄土高原上独
特的音乐和文化，是一次身心俱受震
撼的文化洗礼。

音乐会的成功，让米脂唢呐倍受新
加坡乐界关注，并在新加坡掀起浓浓的
西北风。

图为米脂吹打乐团演出后在新加
坡滨海湾合影。 史飞摄

首次走出国门 米脂唢呐“吹”到新加坡
观众连呼太震撼，太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