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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发布——

稳中加固 恢复有力 动能增强
〈〈〈 详见今日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 谢妮
妮） 7月18日至20日，党史学习
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人民
日报社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柴哲彬一行来榆，对我市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指导。
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省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
调组副组长何军，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曾德超一同调研。

在米脂杨家沟革命纪念馆，绥
德郝家桥革命旧址，神木国华锦界
能源公司15万吨/年碳捕集和封
存全流程示范项目现场、西沟街道
四卜树农业示范园、滨河新区神华
三期九年制学校建设项目现场等
地，指导组通过实地观摩、听取汇

报、座谈交流等方式，全方位、多角
度了解我市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
况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等工作进展。

指导组对我市基层各单位各
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方式方法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给
予肯定。指导组要求，榆林市要切
实增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学习、思
考、实践和感悟的具体工作中做到
持续学、深入学、互鉴互学，真正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要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通
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讲党史，精准
施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持续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延丹） 7月19
日，国家林草局防火督查专员王
海忠来榆督导调研森林草原防火
工作。国家林草局防火司二级巡
视员冯晓东、副市长马秀岚等参
加调研。

王海忠一行先后来到榆阳区
鱼河镇武警世纪林、鱼河峁镇沙
墕村退耕还林地、小纪汗林场等
地，就近年来防灭火设施配备、人
员队伍建设、防火阻隔系统、防火
道路建设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

王海忠强调，要坚决克服松
懈麻痹思想，坚持底线思维，强化
风险意识，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要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
设，在充分利用自然阻隔带的基
础上，统筹规划林火阻隔系统。

同时要提高林火预测预报反应能
力，及时补充损耗物资，确保应急
时调得出、用得上、防得好。要加
快推进专业扑火队伍建设，加大
防火培训，加强防火宣传，提高全
民防火责任意识。

王海忠来榆督导调研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来榆调研指导

本报讯（记者 葛蕃 解彬） 7
月21日下午，市委书记、市长李春
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
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及时
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
神，准确领会和掌握全会精神实
质，坚决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以更少能源资源消耗、更小环境代
价获取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出；要站
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以强烈
的使命感紧迫感抓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
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

础之上；要下定决心加快产业低碳
化改造，积极培育接续产业，做好

“稳、控、转”三篇文章，稳住能源生
产基本盘，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树立“大转化”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要求，要结合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工作，高度负责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等工作，尽快细化任
务和措施，把降碳任务落到具体
行业、具体地方、具体项目上，全
力抓好投产项目达效、开工项目
投产、签约项目开工；要在全市范
围开展土地违法问题大排查、大
整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坚持把耕地保护放
到第一位，把解决存量问题与遏

制新问题统筹起来，把上级监督
反馈、媒体群众反映、自我排查发
现的问题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一
并解决。要着力推动党的建设落
地落实，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重
点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学史
悟思想强根铸魂、奋进新时代追
赶超越”主题活动走深走实；要坚
持问题导向，推动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向纵深发展，切实做好
换届工作，进一步彰显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始终把严
的主基调坚持下去，持续净化政
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
高质量发展。

就当前防汛等工作，会议强

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安全度汛
各项工作，不断加强监测预警，落
细隐患整治工作，切实做到“汛期
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严防
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提前做好
救援准备，科学组织抢险救援，以
扎实工作成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密切配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为全面提高我市自然
灾害综合防范能力、更好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贡献。

李春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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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葛蕃 解彬） 7月18日上午，市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集体学习，进一步示范
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汲取智慧、
激发力量，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人民日
报社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柴哲彬到会指
导。市委书记、市长李春临主持并作专题辅导，省
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组长肖芳参加会
议。市政协主席刘春桥及李博、曾德超、赵西月、郭
培才、李二中、王国忠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成员参会，副市长杨东明应邀参加。

会上，李博、曾德超、王国忠等围绕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交流发言。

李春临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光辉历史，擘画
光明未来，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
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
怀，通篇凝结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精华，是一篇充满真理力量的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也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最好教材。

李春临强调，要强化“四史”学习，加深对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理解把握，凝聚起同心向
党、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榆林实践推向前进；要贯通历史与现实，深刻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和
精神实质，在新征程上实现更大突破，创造出无愧
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辉煌；要以史
为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提振党员干部追赶超越的精气神，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走好榆林新时代的长征路。

李春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政
治责任，推动形成上下贯通、落实有力的生动局面；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全面带动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各级组织、宣传
部门和党校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形成强大声
势，确保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

柴哲彬在对本次集体学习进行点评时说，榆林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的学习质量很高，是全市
理论学习的“风向标”“排头兵”和“示范班”。他指出，
榆林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
大意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讲
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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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1年7月14日进驻榆林市，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督察组进驻期间设立专门信访
投 诉 受 理 电 话 ：0912—
8101036，邮政信箱：陕西省榆
林市第 A013 号邮政专用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2021年 7月 14日至8月12
日每天8∶00—20∶00。根据督察
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榆林
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投诉举报。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7月14日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
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
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
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
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
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
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
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
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
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
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陕西日报讯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7月19日至20
日在西安举行。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观摩全省高质量项目建
设情况，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
务，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的目的。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刘

国中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一德部署
经济工作。省委副书记胡衡华，省委常委
张广智、梁桂、徐新荣、王晓、王兴宁、王浩、
赵刚、方红卫、李阳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委
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
用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把奋力谱写陕
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为全部工作

的总纲，努力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
势新任务，以贯通落实“五项要求”、“五个
扎实”的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00周年，以高
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
成效。

刘国中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始终牢记“国

之大者”，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坚决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上下功夫，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守好生态和安全等底
线。要笃定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全部工
作之中，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让三秦百姓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要不断向
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更加自觉主动
用改革的办法破难题，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促创新。要永远保持“赶考”精气神，坚
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和延安精神，不懈奋斗，艰苦奋斗，顽强
奋斗，团结奋斗，把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
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下转第七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

中共陕西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在西安举行
全会集中观摩各市（区）重点项目

刘国中讲话 赵一德部署经济工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