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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新开工400套，启动1个村

的整村拆除，完成1个村的回迁安置，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7亿元，办理5119套安置房

房产证，完成22.6万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

提升改造，实施2个旧厂区改造，超额完成

架空线缆落地改造，超额完成废弃电杆拆除

工作……一系列的“四改”组合拳打下来，西

安经开区“颜值”大幅提升，“美丽经开”更添

动人“魅力”。

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全体党员干部挂图

作战，结合“五张报表”要求，紧盯市级全年目

标任务，提高政治站位，努力攻坚克难，打赢了

这场“四改”攻坚战，喜庆改革开放40周年。

打赢打赢““四改四改””攻坚战攻坚战““美丽经开美丽经开””再添品质再添品质““魅力魅力””

棚户区改造圆群众安居梦

棚户区改造，不仅是“四改”工作的重要部
分，更是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
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今年，经开区大
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保障房，全年目标
任务已经完成，圆了辖区群众的“安居梦”。

按照陕西省、西安市的要求，2018年经开区任
务为安置房新开工400套。启动1个村的整村拆
除，完成1个村的回迁安置，完成投资3亿元，办理
5000套安置房房产证。截至目前，经开区全年完
成新开工1143套，完成全年任务的285%。

9月9日，经开区联合未央区，启动了郭家庙村
城改项目房屋征收，至年底完成了85%的协议签订

和拆除工作，拆除房屋面积约16.9万余平方米，实
现了经开区中心区第一批31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全
部启动整村拆除。刚家寨区域全年共完成拆除3.2
万平方米，清运建筑垃圾30万立方米，凤城二路实
现全面通车。在城改建设项目治污减霾工作上，全
年累计检查7200余次，发现问题950余处，下发整
改单350余份，区域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回迁工作是城改工作的答卷，是民生工程
的核心节点。2018年，城改办成功完成红色
125项目289户、朝李村540户回迁安置，实现
刚家寨安置楼全面开工。完成城改项目5109
套安置房房产证初登办理工作。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区域“颜值”

为助力美丽西安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治理工
作深入开展，西安经开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厂
区项目改造，深入调研走访，积极宣传相关政策
和措施。按照年初西安市下达的6万平方米老
旧小区提升改造目标任务，经开区结合区域实
际，在对区内老旧社区调研走访的基础上，开展雅
荷城市花园、海荣小区、海璟蓝寓三个项目老旧小
区总计约22.6万平方米的综合提升改造工作。

7月10日，雅荷城市花园、海荣小区、海璟蓝
寓三个项目老旧小区综合提升改造集中开工。
目前，雅荷城市花园项目全面完成临街围墙砌筑
及透空围栏设置安装工作，完成年初市级下达的

6万平方米的目标任务；海荣小区项目已完成与
公安厅小区80米界墙的砌筑粉刷、小区健身器
材更新、大门及门房外墙面整修工作；海璟蓝寓
项目已完成混凝土路面浇筑和路面铺油（约
4000平方米），完成垃圾台砌筑工作。

通过此次综合提升改造，拆除原有城市道路
沿线围墙，消除了安全隐患，美化了周边环境，又
提高了区域居住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使经开区
成为绿色花园、宜业宜居的开发区。

旧厂区改造产业升级提速

为系统有序推进旧厂区改造，经开区积
极探索激励机制，以政策撬动企业积极性，
有效破解旧厂区改造主体资金瓶颈，加快中
心城区建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城区
土地资源配置。

经开区在西安市率先出台《工业企业改造
升级激励和奖励办法》，对工业企业搬迁补偿
范围、标准及支付条件、搬迁补偿方式、“退二
进三”补偿方式等内容进行详细设计。

顶益和秉信两宗地块前期用地手续办理
工作正在按计划开展；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汉唐制药有限公司旧厂区改造为明光路国际
花卉电商创业园已全面启动，该项目已完成
土地、规划、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基本完成
改造。

架空线缆落地经开区更美丽

“以前架空电线凌乱，既不好看，感觉也不安
全，抬头就是‘蜘蛛网’。现在好了，‘蜘网’时代彻
底结束了。”家住凤城一路的李强说，“架空线缆落地
不仅切实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大大提升了生活品质。”

根据西安市市政公用局架空通信线缆落
地工作任务要求，结合经开区“美丽城区”建设
工作安排，经开区三年内要完成1.18公里通信
架空线缆落地改造工作。2017年经开区已完
成凤城九路（开元路—贞观路）等 4 条道路
1.12公里通信架空线缆落地改造工作。2018
年 7月 18日，完成了开元路西（凤城一路南
侧）0.09公里架空线缆落地，以及3基电杆的
拆除工作，超额完成了西安市考“实施架空通
信线缆落地0.06公里”的全年目标任务。

在架空线缆落地工作实施过程中，经开
区注重与通信单位的沟通，在道路建设过程
中，同步进行通信管道的建设及线缆落地前
的准备工作，各运营单位应根据用户情况，
合并线缆使用，确保合理利用城市配套管线
资源。目前北三环以内的架空线缆已基本
完成落地改造工作。

一个个数据，既是成绩，也是经开区上下一心
打赢这场攻坚战付出的努力。巩固成果，扩大战
果，向着更美更有品质的明天，经开区继续前行。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7日
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
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
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
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健全体制机制，最关键
的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
中央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法

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
地区政法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组（党委）要
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导，履行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
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

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
才能有序推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各级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职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电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
承其27日在北京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已完成建设，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
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冉承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
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候、全天
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
导航、授时服务。

“2012年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亚太区
域提供服务；6年后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
全球开启服务。”冉承其表示，目前，北斗系
统在轨卫星和地面系统工作稳定，经全球范
围测试评估，系统性能满足预期，具备全球
服务能力。

同步发布的新的北斗系统公开服务性
能规范（2.0版）显示，北斗系统服务性能为：
系统服务区：全球；定位精度：水平10米、高
程10米（95%置信度）；测速精度：0.2米每秒
（95%置信度）；授时精度：20纳秒（95%置信
度）；系统服务可用性：优于95%。

冉承其表示，其中，北斗系统在亚太地
区的定位精度为水平5米、高程5米（95%置
信度）。“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内的
世界各地，均可享受到北斗系统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北斗系统在轨工作
卫星共33颗，包含15颗北斗二号卫星和18
颗北斗三号卫星。冉承其介绍说，2019至
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
和1颗北斗二号卫星，在巩固亚太区域服务
同时，还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服务性能。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北
斗三号全球组网建设，2035年将建成以北斗
系统为核心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

设成果，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冉承其说。

北斗导航卫星的有效载荷是打造中国
时空基准的核心，位于西安航天产业基地
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是我国北
斗导航卫星有效载荷总体设计与产品研制
的主力军。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共
计 35颗卫星（5颗试验星和 30颗正样卫
星），西安分院迄今承担了其中23颗卫星有
效载荷研制任务。

西安分院副院长杨毅介绍，为了实现
导航卫星有效载荷技术的自主可控，西安
分院始终致力于载荷产品的国产化。实现
了以原子钟、行波管放大器、开关组件、固
放、隔离器5大类19个品种为代表的所有
部件100%国产化。

铷钟作为导航卫星的频率基准，直接
决定着导航卫星定位、测距、授时的准确性，
是整个导航卫星的心脏，更是打造中国时
空基准的核心之一。西安分院是北斗导航
卫星铷钟的诞生地、技术成熟地。在北斗
导航卫星铷钟的研制历程中，西安分院以
强有力的技术为支撑，为北斗导航卫星装
上了强劲的“中国心”。

从“九五”期间先期攻关开始，到2012
年北斗二号区域系统组建完成，再到2018
年北斗三号基本系统组网成功。20余年
间，西安分院铷钟研制团队艰辛跋涉，锲而
不舍，先后交付30余台正样星载铷钟。

本报记者石喻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北斗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在亚太地区定位精度达到5米

陕西航天助北斗装上强劲“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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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圆群众安居梦

棚户区改造，不仅是“四改”工作的重要部
分，更是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
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今年，经开区大
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保障房，全年目标
任务已经完成，圆了辖区群众的“安居梦”。

按照陕西省、西安市的要求，2018年经开区任
务为安置房新开工400套。启动1个村的整村拆
除，完成1个村的回迁安置，完成投资3亿元，办理
5000套安置房房产证。截至目前，经开区全年完
成新开工1143套，完成全年任务的285%。

9月9日，经开区联合未央区，启动了郭家庙村
城改项目房屋征收，至年底完成了85%的协议签订

和拆除工作，拆除房屋面积约16.9万余平方米，实
现了经开区中心区第一批31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全
部启动整村拆除。刚家寨区域全年共完成拆除3.2
万平方米，清运建筑垃圾30万立方米，凤城二路实
现全面通车。在城改建设项目治污减霾工作上，全
年累计检查7200余次，发现问题950余处，下发整
改单350余份，区域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回迁工作是城改工作的答卷，是民生工程
的核心节点。2018年，城改办成功完成红色
125项目289户、朝李村540户回迁安置，实现
刚家寨安置楼全面开工。完成城改项目5109
套安置房房产证初登办理工作。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区域“颜值”

为助力美丽西安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治理工
作深入开展，西安经开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厂
区项目改造，深入调研走访，积极宣传相关政策
和措施。按照年初西安市下达的6万平方米老
旧小区提升改造目标任务，经开区结合区域实
际，在对区内老旧社区调研走访的基础上，开展雅
荷城市花园、海荣小区、海璟蓝寓三个项目老旧小
区总计约22.6万平方米的综合提升改造工作。

7月10日，雅荷城市花园、海荣小区、海璟蓝
寓三个项目老旧小区综合提升改造集中开工。
目前，雅荷城市花园项目全面完成临街围墙砌筑
及透空围栏设置安装工作，完成年初市级下达的

6万平方米的目标任务；海荣小区项目已完成与
公安厅小区80米界墙的砌筑粉刷、小区健身器
材更新、大门及门房外墙面整修工作；海璟蓝寓
项目已完成混凝土路面浇筑和路面铺油（约
4000平方米），完成垃圾台砌筑工作。

通过此次综合提升改造，拆除原有城市道路
沿线围墙，消除了安全隐患，美化了周边环境，又
提高了区域居住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使经开区
成为绿色花园、宜业宜居的开发区。

旧厂区改造产业升级提速

为系统有序推进旧厂区改造，经开区积
极探索激励机制，以政策撬动企业积极性，
有效破解旧厂区改造主体资金瓶颈，加快中
心城区建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城区
土地资源配置。

经开区在西安市率先出台《工业企业改造
升级激励和奖励办法》，对工业企业搬迁补偿
范围、标准及支付条件、搬迁补偿方式、“退二
进三”补偿方式等内容进行详细设计。

顶益和秉信两宗地块前期用地手续办理
工作正在按计划开展；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汉唐制药有限公司旧厂区改造为明光路国际
花卉电商创业园已全面启动，该项目已完成
土地、规划、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基本完成
改造。

架空线缆落地经开区更美丽

“以前架空电线凌乱，既不好看，感觉也不安
全，抬头就是‘蜘蛛网’。现在好了，‘蜘网’时代彻
底结束了。”家住凤城一路的李强说，“架空线缆落地
不仅切实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大大提升了生活品质。”

根据西安市市政公用局架空通信线缆落
地工作任务要求，结合经开区“美丽城区”建设
工作安排，经开区三年内要完成1.18公里通信
架空线缆落地改造工作。2017年经开区已完
成凤城九路（开元路—贞观路）等 4 条道路
1.12公里通信架空线缆落地改造工作。2018
年 7月 18日，完成了开元路西（凤城一路南
侧）0.09公里架空线缆落地，以及3基电杆的
拆除工作，超额完成了西安市考“实施架空通
信线缆落地0.06公里”的全年目标任务。

在架空线缆落地工作实施过程中，经开
区注重与通信单位的沟通，在道路建设过程
中，同步进行通信管道的建设及线缆落地前
的准备工作，各运营单位应根据用户情况，
合并线缆使用，确保合理利用城市配套管线
资源。目前北三环以内的架空线缆已基本
完成落地改造工作。

一个个数据，既是成绩，也是经开区上下一心
打赢这场攻坚战付出的努力。巩固成果，扩大战
果，向着更美更有品质的明天，经开区继续前行。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7日
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
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
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
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健全体制机制，最关键
的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
中央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法

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
地区政法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组（党委）要
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导，履行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
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

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
才能有序推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各级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职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电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
承其27日在北京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已完成建设，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
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冉承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
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候、全天
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
导航、授时服务。

“2012年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亚太区
域提供服务；6年后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
全球开启服务。”冉承其表示，目前，北斗系
统在轨卫星和地面系统工作稳定，经全球范
围测试评估，系统性能满足预期，具备全球
服务能力。

同步发布的新的北斗系统公开服务性
能规范（2.0版）显示，北斗系统服务性能为：
系统服务区：全球；定位精度：水平10米、高
程10米（95%置信度）；测速精度：0.2米每秒
（95%置信度）；授时精度：20纳秒（95%置信
度）；系统服务可用性：优于95%。

冉承其表示，其中，北斗系统在亚太地
区的定位精度为水平5米、高程5米（95%置
信度）。“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内的
世界各地，均可享受到北斗系统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北斗系统在轨工作
卫星共33颗，包含15颗北斗二号卫星和18
颗北斗三号卫星。冉承其介绍说，2019至
2020年，我国还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
和1颗北斗二号卫星，在巩固亚太区域服务
同时，还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服务性能。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北
斗三号全球组网建设，2035年将建成以北斗
系统为核心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

设成果，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冉承其说。

北斗导航卫星的有效载荷是打造中国
时空基准的核心，位于西安航天产业基地
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是我国北
斗导航卫星有效载荷总体设计与产品研制
的主力军。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共
计 35颗卫星（5颗试验星和 30颗正样卫
星），西安分院迄今承担了其中23颗卫星有
效载荷研制任务。

西安分院副院长杨毅介绍，为了实现
导航卫星有效载荷技术的自主可控，西安
分院始终致力于载荷产品的国产化。实现
了以原子钟、行波管放大器、开关组件、固
放、隔离器5大类19个品种为代表的所有
部件100%国产化。

铷钟作为导航卫星的频率基准，直接
决定着导航卫星定位、测距、授时的准确性，
是整个导航卫星的心脏，更是打造中国时
空基准的核心之一。西安分院是北斗导航
卫星铷钟的诞生地、技术成熟地。在北斗
导航卫星铷钟的研制历程中，西安分院以
强有力的技术为支撑，为北斗导航卫星装
上了强劲的“中国心”。

从“九五”期间先期攻关开始，到2012
年北斗二号区域系统组建完成，再到2018
年北斗三号基本系统组网成功。20余年
间，西安分院铷钟研制团队艰辛跋涉，锲而
不舍，先后交付30余台正样星载铷钟。

本报记者石喻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北斗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在亚太地区定位精度达到5米

陕西航天助北斗装上强劲“中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