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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王皓报道 今年
以来，清涧县纪委监委立足政治机
关本质，下大力气解决政治监督和
业务工作“两张皮”的问题，强化政
治监督合力。

建立“每周一学”长效机制，坚
持读原文、悟原理，追本溯源、学通
弄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以开展胡
志强、辛耀峰“以案促改”，胡传祥
案警示教育活动为契机，抓实做好
专题学习、查找问题、批评和自我

批评、整改落实等工作。组织纪检
监察干部到省、市分批轮训、以案
代训98人次。

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
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针
对当前精准扶贫、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中，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对落实各项政策打折扣、搞变
通，工作开展不力、履职不到位等
问题，强化监督检查，一律从快从
严问责；积极协助县委抓好中省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强化政治担当；
坚持用好巡察利剑，狠抓政治体
检，在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上下

大力气，以落实整改夯实各级党组
织的政治责任。

综合运用主体责任纪实、“互
联网+小微权力”、“下基层接访”、
廉政档案等制度机制和专项监督、
机动巡察等方式，对乡镇部门和党
员干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全天候、
常态化监督。坚持让各级党组织
扛起主责，用好“第一种形态”，督
促各级党组织打造“同志式”谈话
室，常态化“红脸出汗”强化党员干
部的教育监督管理。坚持以监督
检查、执纪问责为导向，将扶贫干
部从一些务虚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真扶贫、扶真贫，把脱贫攻坚这一
政治任务扛在肩上、落在实处。

坚持把对党忠诚作为首要政治
原则，在坚定政治方向、聚焦“七个
有之”问题、围绕中省市县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加
大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力
度。先后查处了原政协副主席霍军
前、原工贸局局长辛凌云、原城管局
局长王振胜、原房管所所长白士收
等一批涉黑涉腐案件。重大案件的
查处，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未
解决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当好清涧
新时代政治生态“护林员”。

本报通讯员魏占明报道 今年
以来，榆阳区古塔镇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多次利用大会、小会、
标语等多种形式，就黑恶势力的
十种表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大意义等内容开展宣传，
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
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同黑恶势

力作斗争。
同时，利用电影下乡进机关、学

校、农村、庙会等场所进行大力宣
讲。目前，该镇电影下乡放映宣传
100多场次，观众达近万人次，一方
面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另
一方面极大提升了广大群众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参与度和认知度。

8月3日，韩家湾煤炭公司组织40名党员干部走进刘志丹东渡纪念馆、贺家川镇红色革命纪念馆
和神府革命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初心使命。

在刘志丹东渡纪念馆，28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生动地展示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历史。“我们共产
党员就要进入战斗走在前、站岗放哨排在前、发现敌情冲在前……”在贺家川镇红色革命纪念馆，退伍老
兵訾尚德讲述了自己参加对越防御作战的故事。神府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物品，无不让大家深受触
动。大家纷纷表示，深刻感悟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通讯员郭宏欣摄

本报记者闫景报道 全市生
态环境系统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突出问题，健全工作机制，加强
督查调度力度，开辟摸排线索新来
源和新渠道。聚焦重点工作和领
域，全面排查整治，分类施治，标本
兼治，从源头上堵塞管理漏洞，切

断利益输送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和
化解存在的风险。

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坚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有序推进，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摸排出行业
乱象线索25条。

清涧县强化政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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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初心使命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摸排出行业乱象线索25条
榆阳区古塔镇

广泛宣传提升群众参与度

西汉戴圣在《礼记·杂记下》
中曰：“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
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
这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
中强调要“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
为”，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不担
当、不作为的党员干部屡见不鲜，
他们工作不思进取，当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一心想着“不求过得硬、只
求过得去”，整天琢磨“只要不出
事、宁愿不做事”，不敢担当、不负
责任。日常工作墨守陈规、深化改

革久推不动、事业发展“涛声依
旧”。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
这样一句话：“平庸的恶可以毁掉
整个世界。”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
不作为已成为阻碍事业发展的“拦
路虎”“绊脚石”。在笔者看来，做
好“四则运算”，加快整治这些疲疲
沓沓混日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的党
员干部已是刻不容缓。

以制度为标尺，完善制度做
“加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
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要想
惩治懒官，首先应该将庸官懒官纳
入问责范畴，使“太平官”们不能再
安享太平。其次，不断健全完善问
责机制，将问责与干部的经济收入
及政治待遇等挂钩，使那些不担
当、不作为的党员干部“吾日三省
吾身”，考量自己的付出与收获。

以问题为导向，整改销号做
“减法”。要不断健全监督制度，让
懒官时刻处于聚光灯下。党员干
部是庸懒散慢还是励精图治，百姓
心里最清楚，所以治理懒政现象，
社会公众必须行使监督权。要充
分发挥网络的举报和监督作用，
将懒政现象公之于众，让那些不
担当、不作为的党员干部犹如“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让治理懒政
如同查处贪污腐败一样，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明确整改期限，建立
销号台账，必能起到极大的震慑效
果和促进作用。

以奖励为手段，综合推动做
“乘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
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
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
懒政现象滋长蔓延，归根到底还

是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
干少一个样”的土壤。铲除不担
当、不作为的土壤需要畅通“能上
能下”的渠道，真正建立起“有为才
有位、无为就无位、无为就腾位”的
竞争机制，激活公务员队伍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那些“平
平安安 占 位 子 、忙 忙 碌 碌 装 样
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的公务员
没有市场。

以督查为动力，监督执纪做“除
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积极履
行监督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通
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交叉到位的
强有力督查，严厉查处党员干部队
伍中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南郭先
生”。同时，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抓常、抓细、抓严，营造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为各项事业不断前
进提供不竭动力。

做好“四则运算”激励担当作为
李淑红

党建
动态

本报通讯员徐晓明 延鹏报
道 绥德县纪委监委聚焦主责主
业，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对机关
43名干部进行轮岗交流，着力打
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

实行县级执纪监督和审查调
查部门分设，强化自我监督和约
束，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相关
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相关程序，使纪委监委内
部的执纪与执法各个环节有效衔
接、高效运行。按照“多面培养、多
岗锻炼”的原则，结合内设机构职
务空缺的实际，对部分干部职务和

岗位进行优化调整，直接充实到审
查调查一线，使其在“临床诊断把
脉”中学习掌握执纪审查业务，实
现素质和服务能力双提升。

同时，及时调整工作分工，在
机关内部各室、各派出纪检组基
本平衡的前提下，人员力量向监
督执纪一线倾斜。把严格要求、
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贯
穿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全过
程，促使监督执纪人员严格按照
制度规定和程序要求履职尽责。
截至目前，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
受理信访举报103件，立案3件，
办结13件。

绥德县43名纪检干部轮岗交流

本报通讯员白娜报道 今年
以来，佳县以抓党建促脱贫为主
线，聚焦“监督”这一主责主业，严
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
题。上半年，扶贫领域立案查处
19起，给予党政纪处分18人。

持续严厉惩治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问题，重点对虚报冒领产业
扶贫资金、五保低保等救灾救济
款物、截留挪用财政扶贫专项资

金、漠视群众疾苦优亲厚友、吃拿
卡要刁难群众、态度粗暴伤害群
众等突出问题从严查处。同时，
持续加强对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优先立
案调查扶贫领域涉嫌犯罪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
决不允许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滋生蔓延，损害党和政府在
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佳县严惩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上半年给予党政纪处分18人

榆阳区兴中路社区

“半边天港湾”开讲啦

本报通讯员梅艳丽报道
8月7日，榆阳区驼峰路街道办事
处兴中路社区“半边天港湾”开
讲，邀请榆林市谢老大制衣有限
公司总经理、全国“三八”红旗手
谢海琴同志开展关于妇女创业励
志故事宣讲活动，辖区内待业妇
女120余人聆听讲座。

活动中，谢海琴用朴实的语
言、真挚的感情分享了自己从小
学三年级被迫辍学回家放羊，到

为追梦南下学制衣，归来后艰苦
创业以及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
同时，用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带动
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励志故事。

据悉，兴中路社区80%的家
庭妇女处于待业状态。该社区多
措并举打造妇女“半天边港湾”，积
极搭建各类创业就业平台，以培训
提升、信息提供、就业推荐服务为
主要途径，让更多的妇女走上创业
就业的道路，实现自我价值。

关于发布“2018年度榆林建筑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四十强”的通告

为了持续优化提升我市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示范企业的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激励引领更多建筑企业在资质晋级中有新提升、在创新发
展中有新贡献，推动榆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2018年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情况，对全市“四上企业”中的464户建筑企业进行排名，经相
关部门联合审定，由榆林市统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发布“2018
年度榆林建筑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四十强”。

特此通告。
榆林市统计局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8月9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单位详细名称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舜天建设有限公司
榆林市长盛集团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中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怀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文昌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神木建设有限公司
榆林市天元路业有限公司
榆林市华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神东天隆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铭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榆林市中民路桥有限公司
陕西建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庆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弘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榆林胜利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远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榆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秦通建工有限公司
榆林华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中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靖边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电力建设总公司
榆林市惠民矿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成建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榆林中矿万通建筑有限公司
陕西鑫阳建设有限公司
清涧县程宇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巨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成功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途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宏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绥德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神木市裕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隆博矿山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神通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横山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辖区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神木
榆阳
榆阳
神木
神木
榆阳
神木
神木
榆阳
榆阳
榆阳
神木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靖边
榆阳
榆阳
榆阳
榆阳
神木
清涧
榆阳
榆阳
榆阳
横山
绥德
神木
榆阳
榆阳
神木
横山

2018年度榆林建筑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四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