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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记者昨天
从西安市检察院获悉，原陕西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胡志强涉
嫌受贿一案，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经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于
2018年12月12日移送西安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当日，西安市人民检察
院决定对胡志强刑事拘留。

12月24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
受贿罪对胡志强决定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对胡志强决定逮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饮料
远不比现在花样多。印象中，
父亲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带回
一瓶可口可乐。透明的弧形玻
璃瓶，里面是深棕色的液体。
我一直舍不得喝，直到过年才
拿出来，全家人一人喝了一小
口，刚入口就有很特别的味
道。那种感觉，我现在都还印
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洋
货。”12月26日，家住太白小区
的张熙珍指着“波澜壮阔 三秦
华章——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
成就展”中的一幅可口可乐照
片对记者说。

张熙珍还记得，那时候的可
口可乐卖得可不便宜。上世纪
九十年代，一瓶可口可乐2元，而
她一个月的工资是 400元。现
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进口
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据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陕
西）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部
经理邓韶华介绍，1978年 12月
18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
幕。第二天，可口可乐公司就在
美国宣布抢滩中国大陆市场。
邓韶华指着一幅老照片说：“你
看，这是 1979 年 1 月，第一批
3000箱可口可乐从中国香港出
发，通过火车运往北京和广州，
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运往中国
大陆市场的外国消费品。”

1984年，一幅题为“中国新
面孔”的照片登上《时代》杂志封
面，照片上，一位中国小伙子手持
可口可乐，站在长城上。杂志撰
文指出，此时的中国开始融入世

界，有了崭新的面貌。但老陕们
喝上在“自家门口”生产的可口可
乐，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4 年 10 月 2 日，在西安
市北郊凤城二路，一场奠基仪式
拉开了可口可乐在西北地区建
厂的序幕。第一批员工冀碧茹
回忆，当时，她每天都要乘坐18
路公交车，经过一大片荒地到凤
城二路的厂子上班。

1995 年 9 月 16 日，陕西省
第一瓶可口可乐被生产出来。
冀碧茹透露：“开业前，当时未
央大道的祥发大厦墙面上设置
了一个巨幅的可口可乐广告，
但一直被一块红布遮挡着，可
是吊足了老百姓的胃口。开业
当天，红布撤下，广告上面写着

‘西安，您的可口可乐来了’轰
动一时。”

“由于当时产品供不应求，
经销商们每天都在厂门口排着
长队。不仅车多，人也多，结算
部门的同事忙得连上厕所的时
间都没有。”冀碧茹笑着说，“那
时候可口可乐对普通老百姓来
说是很洋气的饮料，所以我们在
可口可乐上班，说出去也很有面
子。”

如今，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陕西）有限公司的汽水生产线
已经由最初的 1 条增加到了 5
条，年产能约 6000万箱。对于
老百姓而言，可口可乐也由过去
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消费品。

本报记者刘居星石喻涵

“西安，您的可口可乐来了”

省财政下达明年
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本报讯（记者王嘉）省财政厅近日
提前下达了2019年中央和我省财政对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资金238.3亿元。其
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166.3亿元、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补助55.96亿元、对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16.04亿元。省财政
厅要求，各市（区）要认真做好2019年
养老金补助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和预算
编制等相关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
监督，与征收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安
排，确保2019年元旦、春节全省278万
退休人员和511万60岁以上城乡居民
养老金按时发放。

本报讯（王剑记者张维 实习生
强璐璐）12月27日，来自陕西省河长制
办公室的消息，今年6月底，陕西全面建
成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和责任体系形
成，省、市、县、乡镇四级湖长制实施意见
全部出台。截至目前，全省91个天然湖
和人工湖，所有塘堰和涝池纳入湖长制管
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
全面建立了湖长制并延伸到村。

今年以来，陕西共设省市县乡镇四
级河长湖长10140名，村级河长、巡河员
和护河员29201名。部分地方把河长制
湖长制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聘用建档
立卡贫困户5671人担任巡河员、护河
员，促进其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维实习生强璐璐）
2018年，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
强与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发改部门
紧密配合协作，认真做好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编报、项目筛选审核、充分沟通
对接等工作，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
我省中央预算内投资167.19亿元，比去
年增长17.7%，为我省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领域和结构
为：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47.01亿元；农村扶贫公路、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易地扶贫
搬迁工程等“三农”建设61.18亿元；民
航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0.93亿元；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项目、“互联
网+”重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等自主创新和结构
调整4.81亿元；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
和社会管理建设39.39亿元；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环境
保护与生态建设13.51亿元；PPP项目
前期工作等其他0.36亿元。

陕西湖长制
已延伸到村

本报讯（记者赵波周明）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2月 26
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

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
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分析经
济形势，安排明年工作，审议通
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动新时代
追赶超越发展的决定》《关于严
明政治纪律 坚决破除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全面落实管党治
党责任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
向、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的
目的。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省委书记胡和平代表省委常委
会报告今年工作、安排明年任
务。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就
全省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和部
署。省委副书记贺荣，省委常委
张广智、梁桂、徐新荣、王兴宁、
王永康、庄长兴、姜锋、牛一兵、
杨志斌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委
员和省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抓机遇、强优势、补
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
展。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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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
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
全面落实“五新”战略任务，大
力发展“三个经济”，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
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
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
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
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
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胡和平指出，政治建设是
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政
治领导，把准政治方向，提升政
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会核心要义，坚定理
想信念，掌握科学思维，继续在
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要强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是党内基本政治
规矩的意识，扎实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省重要指示批示贯
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创造性
落实中央工作部署，扎扎实实
办好陕西的事，以求真务实作
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胡和平强调，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

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深
刻认识我省发展的基本面是好
的，全力抓好“稳”这个基础、

“进”这个关键，坚定信心、埋头
苦干，在落实追赶超越和“五个
扎实”要求上有新气象新作
为。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
期，把握历史机遇的趋势性特
点、战略机遇的主攻方向、政策
机遇的覆盖范围，善于发现机
遇、主动抢抓机遇、用好各类机
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真正
把机遇转化为我省发展的现实
生产力。要始终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着力培
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强
关中、优陕北、兴陕南”各项举
措，加快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
发展，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在强
优势补短板中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胡和平强调，要加快市场
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增强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
展，下气力破除民营经济发展
障碍，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
经济、流动经济，深化国际合作
交流，加快建设内陆改革开放
新高地。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
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教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巩固和拓展专项整治成
果，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持之以
恒地有效地把秦岭保护好、把
生态环境保护好。要全面落实
中央办公厅《通报》精神，严明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
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
极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搞好“讲
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
育，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
项整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坚定不移把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刘国中在部署经济工作时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抓
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真抓实
干，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
区间、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
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
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深化军民、部省、
央地融合，推进传统产业提质
增效，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
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深入
推进青山、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要扩大有效投资，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
力。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发
展特色现代农业，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全面深化

“放管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
域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更好发展。要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三
个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大格局。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建设
深化改革开放
中共陕西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在西安举行

国家下达我省
中央预算内
投资167亿元

40年改革开放故事——寻找故事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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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记者昨天
从西安市检察院获悉，原陕西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胡志强涉
嫌受贿一案，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经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于
2018年12月12日移送西安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当日，西安市人民检察
院决定对胡志强刑事拘留。

12月24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
受贿罪对胡志强决定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对胡志强决定逮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饮料
远不比现在花样多。印象中，
父亲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带回
一瓶可口可乐。透明的弧形玻
璃瓶，里面是深棕色的液体。
我一直舍不得喝，直到过年才
拿出来，全家人一人喝了一小
口，刚入口就有很特别的味
道。那种感觉，我现在都还印
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洋
货。”12月26日，家住太白小区
的张熙珍指着“波澜壮阔 三秦
华章——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
成就展”中的一幅可口可乐照
片对记者说。

张熙珍还记得，那时候的可
口可乐卖得可不便宜。上世纪
九十年代，一瓶可口可乐2元，而
她一个月的工资是 400元。现
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进口
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据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陕
西）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部
经理邓韶华介绍，1978年 12月
18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
幕。第二天，可口可乐公司就在
美国宣布抢滩中国大陆市场。
邓韶华指着一幅老照片说：“你
看，这是 1979 年 1 月，第一批
3000箱可口可乐从中国香港出
发，通过火车运往北京和广州，
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运往中国
大陆市场的外国消费品。”

1984年，一幅题为“中国新
面孔”的照片登上《时代》杂志封
面，照片上，一位中国小伙子手持
可口可乐，站在长城上。杂志撰
文指出，此时的中国开始融入世

界，有了崭新的面貌。但老陕们
喝上在“自家门口”生产的可口可
乐，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4 年 10 月 2 日，在西安
市北郊凤城二路，一场奠基仪式
拉开了可口可乐在西北地区建
厂的序幕。第一批员工冀碧茹
回忆，当时，她每天都要乘坐18
路公交车，经过一大片荒地到凤
城二路的厂子上班。

1995 年 9 月 16 日，陕西省
第一瓶可口可乐被生产出来。
冀碧茹透露：“开业前，当时未
央大道的祥发大厦墙面上设置
了一个巨幅的可口可乐广告，
但一直被一块红布遮挡着，可
是吊足了老百姓的胃口。开业
当天，红布撤下，广告上面写着

‘西安，您的可口可乐来了’轰
动一时。”

“由于当时产品供不应求，
经销商们每天都在厂门口排着
长队。不仅车多，人也多，结算
部门的同事忙得连上厕所的时
间都没有。”冀碧茹笑着说，“那
时候可口可乐对普通老百姓来
说是很洋气的饮料，所以我们在
可口可乐上班，说出去也很有面
子。”

如今，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陕西）有限公司的汽水生产线
已经由最初的 1 条增加到了 5
条，年产能约 6000万箱。对于
老百姓而言，可口可乐也由过去
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消费品。

本报记者刘居星石喻涵

“西安，您的可口可乐来了”

省财政下达明年
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本报讯（记者王嘉）省财政厅近日
提前下达了2019年中央和我省财政对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资金238.3亿元。其
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166.3亿元、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补助55.96亿元、对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16.04亿元。省财政
厅要求，各市（区）要认真做好2019年
养老金补助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和预算
编制等相关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
监督，与征收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安
排，确保2019年元旦、春节全省278万
退休人员和511万60岁以上城乡居民
养老金按时发放。

本报讯（王剑记者张维 实习生
强璐璐）12月27日，来自陕西省河长制
办公室的消息，今年6月底，陕西全面建
成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和责任体系形
成，省、市、县、乡镇四级湖长制实施意见
全部出台。截至目前，全省91个天然湖
和人工湖，所有塘堰和涝池纳入湖长制管
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
全面建立了湖长制并延伸到村。

今年以来，陕西共设省市县乡镇四
级河长湖长10140名，村级河长、巡河员
和护河员29201名。部分地方把河长制
湖长制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聘用建档
立卡贫困户5671人担任巡河员、护河
员，促进其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维实习生强璐璐）
2018年，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
强与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发改部门
紧密配合协作，认真做好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编报、项目筛选审核、充分沟通
对接等工作，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
我省中央预算内投资167.19亿元，比去
年增长17.7%，为我省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领域和结构
为：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47.01亿元；农村扶贫公路、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易地扶贫
搬迁工程等“三农”建设61.18亿元；民
航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0.93亿元；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项目、“互联
网+”重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等自主创新和结构
调整4.81亿元；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
和社会管理建设39.39亿元；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环境
保护与生态建设13.51亿元；PPP项目
前期工作等其他0.36亿元。

陕西湖长制
已延伸到村

本报讯（记者赵波周明）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2月 26
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

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
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分析经
济形势，安排明年工作，审议通
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动新时代
追赶超越发展的决定》《关于严
明政治纪律 坚决破除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全面落实管党治
党责任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
向、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的
目的。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省委书记胡和平代表省委常委
会报告今年工作、安排明年任
务。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就
全省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和部
署。省委副书记贺荣，省委常委
张广智、梁桂、徐新荣、王兴宁、
王永康、庄长兴、姜锋、牛一兵、
杨志斌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委
员和省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抓机遇、强优势、补
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
展。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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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
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
全面落实“五新”战略任务，大
力发展“三个经济”，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
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
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
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
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
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胡和平指出，政治建设是
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政
治领导，把准政治方向，提升政
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会核心要义，坚定理
想信念，掌握科学思维，继续在
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要强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是党内基本政治
规矩的意识，扎实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省重要指示批示贯
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创造性
落实中央工作部署，扎扎实实
办好陕西的事，以求真务实作
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胡和平强调，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

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深
刻认识我省发展的基本面是好
的，全力抓好“稳”这个基础、

“进”这个关键，坚定信心、埋头
苦干，在落实追赶超越和“五个
扎实”要求上有新气象新作
为。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
期，把握历史机遇的趋势性特
点、战略机遇的主攻方向、政策
机遇的覆盖范围，善于发现机
遇、主动抢抓机遇、用好各类机
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真正
把机遇转化为我省发展的现实
生产力。要始终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着力培
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强
关中、优陕北、兴陕南”各项举
措，加快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
发展，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在强
优势补短板中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胡和平强调，要加快市场
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增强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
展，下气力破除民营经济发展
障碍，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
经济、流动经济，深化国际合作
交流，加快建设内陆改革开放
新高地。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
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教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巩固和拓展专项整治成
果，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持之以
恒地有效地把秦岭保护好、把
生态环境保护好。要全面落实
中央办公厅《通报》精神，严明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
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
极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搞好“讲
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
育，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
项整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坚定不移把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刘国中在部署经济工作时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抓
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真抓实
干，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
区间、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
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
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深化军民、部省、
央地融合，推进传统产业提质
增效，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
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深入
推进青山、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要扩大有效投资，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
力。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发
展特色现代农业，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全面深化

“放管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
域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更好发展。要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三
个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大格局。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建设
深化改革开放
中共陕西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在西安举行

国家下达我省
中央预算内
投资167亿元

40年改革开放故事——寻找故事中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