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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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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占林 通讯员
李瑜峰） 记者日前从市委巡察办获
悉：四届市委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作风
建设专项巡察工作已于9月上旬正式
启动。我市派出4个巡察组，采取“点
穴式”巡察方式，紧盯矿产、危险化学
品、道路交通、食品等安全生产重点
领域的重点部门和重点问题，开展为
期40天的专项巡察。

其中在矿产领域，巡察组深入
市能源局、市公安局、陕西煤监局榆
林分局等部门及有关县市区，重点
检查社会关注度高的煤矿塌方、冒

顶、透水等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情
况，民爆物品使用监管情况，能源领
域黑恶势力打击查处情况，利用职
权设租寻租、以权谋私情况等25项
问题。

危险化学品领域专项巡察中，
巡查组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及有关县
市区，重点检查各类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风险
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打非治违”情
况，城镇燃气企业和加气站日常运
营情况，危险化学品企业违法使用

特种设备情况，超范围或无照经营
危险化学品行为查处情况等28项
问题。

道路交通领域，巡查组深入市
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
部门及有关县市区，重点检查道路
交通设施建设和事故多发路段、重
大安全隐患路段的排查、整改等源
头治理情况，运营车辆市场准入、机
动车辆安全检验、驾驶人考试发证
等系统治理情况，超速、超载、酒驾、
醉驾、疲劳驾驶、非客运车辆违法载
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依法治理

情况，发改、交通运输、交警、市场监
管、农业农村、教育、应急管理等部门
监管信息对接、联合监督检查的综
合治理情况等30项问题。

巡查组还深入市市场监管局、
市执法局等食品领域相关部门及有
关县市区，重点检查贯彻落实食品
安全“四个最严”政策、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情况，覆盖食品生
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食品安全监管
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吃拿卡要”情况
等31项问题。

我市启动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作风建设专项巡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通讯员 贾茗芮）
9月 6日，省自然资源厅发文对
2020年度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
置工作先进市进行通报。其中榆
林市2020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
率达21.88%，在全省排名第一。
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决定今年
1—8月奖励我市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1538亩。

据了解，2020年我省全面开
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消化处置
专项行动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统筹部署下，市资源规划局主动

牵头开展全面摸排，建立全市批
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台账，并会
同发改、工信、住建、交通等部门
统筹推进处置工作；认真落实“增
存挂钩”机制，精准施策、分类处
置，坚持“周调度、月通报、季督
导”制度，聚焦重点难点堵点逐批
次、逐宗地、逐项目开展处置工
作；建立健全建设用地“批供用
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等长效
机制，精准报批、及时收储、高效
供应、严格监管，逐步规范全市土
地利用管理工作。

2020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居全省第一

榆林获1538亩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

全市干部作风集中整顿开展
以来，榆能集团严格按照市委安排
部署，聚焦“四不一任性”重点治理

“庸懒散虚浮”等问题，引导干部职
工提能力、勤履责、转效能、严规
矩，努力将作风整顿形成的新动力
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该集团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
“作风整顿在线”“作风整顿曝光台”
专栏，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推

出工作动态和督查通报，既总结推
广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又通报工
作不力、措施不实的反面案例。

在查摆问题阶段，集团要求全
体干部职工对照“四不一任性”问
题，围绕全市18项重点工作中涉
及本企业、本部门、本岗位的问题
进行全方位查摆，明确责任主体、
建立数据台账，找准找实存在问
题，挖深挖细问题成因，以“点对
点”的方式进行“自我画像”，确保

查摆问题到位、整改方向正确。
在此期间，榆能集团还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项目建设、安全
生产、企业改革、招标采购、工程管
理、工作纪律、办事效率等重点领
域、重点工作、重点环节，派出督导
检查组深入所属企业开展明查暗

访。截至目前，该集团已查处典型
问题4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人、
诫勉谈话2人、提醒谈话4人；通报
批评违反会风会纪4人、查摆问题
不实不深59人，并对相关部门负责
人进行约谈提醒，切实发挥了督查
工作传导压力、倒逼整改的作用。

榆能集团抓真动实推进干部作风集中整顿

以过硬作风保障“任务必成”
通讯员 张路 李正义

干部作风集中整顿进行时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
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
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
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开 幕 式 今 晚 在 西 安 举 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三秦大地活力澎湃，运动健儿激情飞扬。今
天，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
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全运盛会，必将进一步提升
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
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
各方面发展，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体育
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体育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在第三十二届奥运会和第十六届残奥会
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取得优异成绩，实现
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
了荣誉。全运会是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
是全面展示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接续奥运荣光，激扬时代精神，本届全运会定能更好
展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新时
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
本任务。把群众体育纳入全运会，组织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有利于更好发挥举办全运会的作用。本届
全运会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在展示运动
健儿拼搏风采的同时，积极推广全民健身活动，普及
科学健身和健康生活知识，带动更多人参与体育锻
炼。首次设立的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群众参加，生动展示了健康快乐、乐观进取的
美好生活景象。组织开展“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活
动上千场，引导群众参与全运、融入全运、共享全运，
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健康中
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强起来。”在新征程上开
拓奋进，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
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坚持举国体
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努
力开创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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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雄 郝宇嘉
杨晓慧 任惠 孙永波） 9月14
日，十四运会拳击项目比赛在榆展
开了第七个比赛日的角逐，当日共
进行了3个级别的16场比赛。

其中，代表河北出战的亚运
会冠军常园，以5∶0的比分战胜
广西选手傅庭婷，轻松晋级女子
51公斤级八强。来自陕西代表
队的常勇、赛日克·托了吾塔衣战
胜各自对手，分别挺进男子57公
斤级、男子69公斤级半决赛。

图为 9 月 14 日下午，常园
（左）、傅庭婷在比赛中展开激烈
对决。 记者 杨彬 摄

拳台对垒

本报讯（通讯员 尚莹） 9月
7日至8日，话剧《李子洲在1929》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

据了解，《李子洲在1929》由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指导，当
代陕西杂志社和榆林学院主办。
该剧以革命先驱李子洲为主角，
以李子洲牺牲前的最后10天为
背景，通过3个虚构人物——警
员栗奕、警察局长栗涤平和叛徒

张甫仁，从不同视角凸显出李子
洲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
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李子洲在 1929》上演后，
也得到了业界众多专家、学者的
高度评价。“这部话剧无疑能够
列入全国优秀剧目行列，而且
在优秀剧目行列可以排在第一
方阵。”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永
钧说。

话剧《李子洲在1929》在京演出

9秒83，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一鸣惊人，给
中国乃至亚洲短跑树立了新的丰
碑。回顾一个月前动人心弦那一
刻，32岁的苏炳添说：“我敢很肯定
地说肯定有（上升）空间。都说亚洲
人的极限，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极
限之说。”

苏炳添的成绩和自信，源于其
背后强大的祖国。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体育健儿以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的精神，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
先的优良传统，为祖国争光，为奥
运增辉，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

竞技场上优异的表现是中国
体育全面发展的缩影。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推动，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绘定了蓝图。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
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平台。”

从 1917 年毛泽东同志发出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的呼喊至今，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从
未如此丰富和清晰。体育承载着
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
史方位，建设体育强国目标标注出
体育在新时代的全新定位，正在谱
写逐梦奋进新篇章。

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
奖牌，金牌数、奖牌数均位居第二，
金牌数追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
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凡事预则立。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东京奥运周期历时5年、
充满变数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0年 9月 22日主持召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
谈会时就强调：“要妥善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统筹做
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各项
工作，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
制优势，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

想，全力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参赛
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指出，要
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
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奥运延
期一年、疫情不确定性、长时间
封闭训练、缺少比赛检验等种种
不利因素，中国体育人牢记总书
记指示，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持
和帮助下，通过强化思想建设、
优化备战体制机制、实施科技助
力、组织转训比赛等措施，保障
了奥运备战的系统性、完整性，
有效提升了队伍在东京的整体竞
争力。

（下转第七版）

书写体育强国逐梦奋进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事业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郑昕 王恒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