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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拉夏贝尔服饰（天津）
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耿娜、
荣岩景、宋嫚嫚、邢增
颖、李晶、解楠、姜丽
坤、李静（津西青劳人
仲案字[2020]第2176、
2177、 2178、 2179、
2325、 2489、 2400、
2401号）诉你单位工资
等争议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1年 3月
1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委仲裁庭{（地址：天
津市西青区中联产业
园5号楼（开源路与九
川道交口向东350米）}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天津市西青区西香味道
时尚餐厅

邓超超（津西青劳
人 仲 案 字 [2020] 第
1591号）诉你单位工资
等争议案。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1年 3月29日上午
9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
庭{（地址：天津市西青
区中联产业园 5 号楼
（开源路与九川道交口
向东350米）}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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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驰亿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汪景
（津西青劳人仲案字
[2020]第2294号）诉你
单位工资等争议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21
年 3月 22 日上午 9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
中联产业园5号楼（开
源路与九川道交口向
东350米）}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天津市西青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开栏语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努
力学习，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新年
伊始，西青上下正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十一届
九次全会精神、区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
精神的热潮，为进一步发挥好理论学习
中心组的“旗舰”作用，宣传好全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展
成效，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开展
了理论学习征文活动，开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园地”专栏，从本期起，
陆续刊发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体会和经验交流
文章，引导和推动党员干部群众更加自
觉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奋发有
为地推动西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城！

思想在交流中统一，认识在讨论中深化，力量在学习中凝
聚。精武镇党委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三个坚持”，强
化理论武装，让学习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为全镇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一、坚持健全机制，把好“方向盘”，提升学习成效

持续发挥好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作用和班子成员
“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不断完善中心组学习的推进机制，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镇主要负责同志切实履行第一责任
人责任，亲自审定中心组学习方案，带头领学领读、带头交流研
讨、带头宣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条主线，2020年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37
次，交流研讨3次。

二是严把政治关口。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
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中心组学习各方面全过程，对镇党
委下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授课实行前置审批制度，针
对重大主题和重要时间节点，认真审定教师资质和授课内容，
确保方向正、导向明，2020年审批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类报告
会7场。

三是完善学习制度。明确学习原则、内容、形式、管理等各
项内容，进一步完善《精武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确定重大学习专题学习篇目和重点学习内容，保障中心组学习
的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把中心组学习由“软任务”转化成“硬约
束”。每月制订学习计划，将学习重点任务责任到人，做到月月
有学习安排、次次有学习主题，不断增强学习成效。

二、坚持突出重点，拧紧“总开关”，夯实思想根基

一是紧扣主题深学，确保定位“准”。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教育的重中之
重，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内容，依托集体研学、专
家讲解、主题读书班等形式，真正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
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知行合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践悟、
真信笃行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

二是及时跟进研学，确保内容“新”。坚持问题导向，加大
交流研讨力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头脑风暴”中开阔思路，在“畅所欲言”中
深化认识，2020年，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等
专题开展专题研讨3次，领导干部撰写学习体会52篇。

三是多种形式促学，确保方法“活”。不断拓展学习模
式，采取集体学与个人学相结合、线下学与线上学相结合等
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组织开展2020年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读书班，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关上门、沉下心，专心
致志投身学习、心无旁骛研读原著、积极参与交流研讨。融
合书本学习和网络学习，发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国制度面对面》等学习辅导资料234册，推动学原文读原
著悟原理；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干部在线学习APP、“微
励精武”微信公众号等，“微励精武”微信公众号开辟理论学习
专栏4个，推送相关信息50余条次，便于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做到学习不

“间断”、思想不“掉线”。

三、坚持学以致用，激发“源动力”，深化知行合一

精武镇始终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学用并进，不仅把中
心组学习当作促进成长、进步的“大课堂”，还将其搭建成谋大
事、干实事的“大舞台”，精准谋篇布局“十四五”规划，力求理论
学习取得最大实效。

一是坚持“查”字，正确检视自身不足。找准方向，方能行
稳致远。为求布局精准，客观总结自身思想观念还不够解放，
脑袋上的“津门”需要进一步打开；现代产业体系仍不完善，创
新发展动能不足，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城市治理精细化水
平有待提升，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距离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还有差距等问题，为“十四五”发展规划指明方向。

二是立足“实”字，高标准擘画“十四五”新蓝图。精武镇将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
目的，主动融入西青“两城三带三区”发展布局，加快完善现代
化活力新城治理体系，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力争到2035年，精武镇建成
创新发展、开放包容、生态宜居、民主法治、文明幸福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活力新城。

三是咬定“干”字，抓实抓好开局起步。结合精武实际，坚
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理论学习
为先导，突出学用结合，着力打造“两城连廊”、南站枢纽科创产
学联动区、产城融合精致特色服务区、都市农业郊野生态休闲
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城开好局、起好步。

做到“三个坚持”推动中心组学习提质增效
精武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记者 郭非 田建 李妍 通讯员 刘凤 韩学婧

它风景秀丽，有纵横的群山、黄土丘陵、渭河河谷；它文化
底蕴深厚，有“东方艺术雕塑馆”之称的麦积山石窟；它物产丰
富，珍惜动物、名贵中药、特色美食不胜枚举。

它是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区，也是天津市西青区对
口帮扶支援的四个地区之一。在两地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麦积区的农特产品逐渐走出大山、更多文化瑰宝被人熟
知，最终成功脱贫摘帽，朝着幸福美好生活挺进。
麦积区作为西青对口支援地之一，是天水市的“东大门”，属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和六盘山特困片区国家重点扶持县
区，也是甘肃省18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区之一。2013年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31371户13.15万人。2017年，西青区与麦积
区建立一对一帮扶，并正式签订脱贫攻坚帮扶协议以来，两地立
足资源、产业发展，紧紧围绕组织领导、人才交流、资金使用、产
业合作、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等六大任务，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不断深化“四级联动结对帮扶”和沟通联络机制，落地实施
了一大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帮扶项目，有效改善了贫困村户发展
条件，助推了脱贫攻坚进程。经过努力，2019年麦积区累计脱
贫退出贫困村198个，剩余贫困村11个；累计减贫30714户
12.93万人。目前，剩余贫困人口已经通过天水市脱贫验收。

深化产业合作 促进群众增收

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根本之策，
在帮扶过程中，仅靠贫困村和贫困户自身力量，无法实现帮扶
资金收益的最大化，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充分
利用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资产和资源优势，才
能走共同发展、多方共赢的路子。

麦积区党川镇中蜂产业园建设项目便应运而生。
“通过西青区组织的产业对接活动，我们将养蜂项目‘搬’

到了甘肃，并且把产业帮扶工作作为公司工作的重点加以推
进，在甘肃成立养蜂公司。这里有山有水空气好，是绝佳的养
蜂之地，不仅能收获优质的蜂蜜，还能提升作物产量和品质，
也为村民们打开一条致富路。”天津市正达蜂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许继明介绍。

2020年，天津市农业龙头企业——天津市正达蜂业有限公
司投资800万元，天水市麦积区畜牧中心投资200万元，共同投
资注册了甘肃老蜂巢蜂业有限公司，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依托东部林区、林缘区资源优势，在西青区的帮扶下，麦
积区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发展模式，打造了党川
镇石咀村、冷水河、东岔桃花坪等中蜂养殖产业园和产品营销
体验店，进一步壮大了麦积区中蜂养殖产业发展规模，带动农户
发展中蜂养殖产业。目前，已累计建成养蜂实训基地9个，培育
产、加、销一体化龙头企业3个，发展养蜂专业合作社41个，年
产蜂蜜35吨、产值210万元，带动2452户农户养蜂3.95万群，
“麦积山花蜜”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注册了“老蜂巢”“天之
蜜”等商标12个，组建蜂业协会2个，创建市级示范蜂场2个。

中蜂养殖产业只是两地通过多次交流研究，建设的一
批又一批助贫项目中的一个。西青立足两地资源禀赋，帮
助麦积引进区内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投资少、周期短、见效
快的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带贫益贫机制，促进了贫困户稳
定增收。

几年间，麦积区引进了大批助力扶贫的项目：2018年引进
天津市天兴佳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津陇协作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新阳镇等4镇累计推广种植脱毒马铃薯3952亩；2019年引
进天津学香果蔬有限公司、天津华喜汇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成立陇上行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甘肃盛欣辉腾食品销售
有限公司，引进推广种植新品种“津柳早红”鲜桃53.8亩；2020
年引进天津市正达蜂业有限公司、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甘肃老蜂巢蜂业有限公司、云账户（甘
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党川镇石咀村投资建设中蜂养殖、
产品加工及休闲体验为一体的中蜂养殖产业园；同时，采取
“龙头企业+村集体+村办合作社+贫困户”带贫模式，建设养
猪场、蛋鸡养殖场、果蔬保鲜库等，实现了“村有产业、户有收
益、企业增效”的目标；结合农村“三变”改革，采取“公司+村集
体+联合社+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壮大食用菌产业；
成立利桥木耳种植联合社，引导秦岭、杨河等8村木耳种植合
作社抱团发展，带动农户脱贫；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群众生活

在麦积区麦积镇宏罗村焦家山村民李桂生家中，李桂生
正在用自来水冲洗新鲜的蔬菜，准备当天的午饭。
“过去我们都是挑山泉水吃，哪像现在的自来水这么清

亮。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我们才喝上了方便卫生的自来水。”
李桂生伸手捧起一抔干净的自来水，感慨万分地说道。
水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喝到干净的自来水对于我们来说

再平常不过，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原因，
麦积区有近7.5%的农村安全饮水仍存在不稳定问题。饮水安
全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西青投入2265.25万元资金，助力麦积
区实施农村安全饮水改造提升工程，实施甘泉片区、渭南镇王
旗、花牛镇白家河、伯阳镇保安等15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
有效解决了11镇32村7975户33942人的饮水问题。

作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麦积发展的重要瓶
颈。近年来，西青把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向重点贫困村、户倾
斜，支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短板弱项和到户产业发展，帮助麦
积落地实施各类帮扶项目，有效解决了制约当地贫困村户发展
的突出问题。除安全饮水改造提升工程外，积极帮扶当地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硬化产业园及村内巷道，有效解决群众出行

难的问题；实施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改善贫困村户居住条
件；提升健康扶贫保障水平，推动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实施“互
联网+健康扶贫”医疗保障项目，初步搭建麦积区数字化医共体
平台，改善镇、村医疗卫生基础条件，提升医疗保障能力。

关注特殊群体 强化就业扶持

在麦积区贫困残疾人就业托养扶贫车间里，陈彦广正在
进行电脑数绘，经过在底图上耐心地点、描、涂，一副赏心悦目
的图画便跃然纸上。

由于2015年的一场意外，陈彦广只能拄拐行走，突如其
来的打击不仅压垮了一个人，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曾经的他万念俱灰，然而贫困残疾人就业托养扶贫车间
的成立，又使他重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刚开始的时候，四
处碰壁，根本找不到工作。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家人的
负担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钱补贴家用。”他说。

麦积区共有持证残疾人18812人，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7191人，占到全区残疾人总数的38.22%，占全区未脱贫农户
数的30.68%。

贫困残疾人作为贫困人口中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
贫攻坚形势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为此，西青区与麦积区通过

多次交流对接，签订了《西青区定向帮扶天水市麦积区贫困残
疾人就业托养扶贫车间建设协议》，建立就业托养扶贫车间，
车间通过“培训、就业、康复、托养、工疗”五位一体的模式，积
极为残疾人家庭“减负”，实现托养一人、解放全家的目标，贫
困残疾人由“消费者”转变为创收者。

项目于2019年7月初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承接主体，利
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施工建设，8月初完成建设任务投入使用。
2019年西青落实帮扶资金296万元，用于购置护理床、扶贫车
间场地、车间、宿舍、食堂、餐厅、卫生室、康复活动室以及无障
碍设施改造，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技能培训等。2020年西青
为扶贫车间落实帮扶资金249万元，用于技能培训、扶贫车间
电梯购置和安装。

扶贫车间建成使用后，麦积区605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在扶贫车间通过技能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240人先后在扶贫
车间就业，真正增强了他们融入社会的信心，走出了残疾人就
业脱贫新途径。
解决就业问题，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劳务输转是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的重要途径。在西青区的帮扶下，麦积区全面落实
务工奖补政策，建立定向招聘、定向培训、定向服务、定向输出
的劳务协作机制，促进了两区劳务工作高效开展。特别是针
对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务工收入造成的影响，西青
区人社部门和用工单位积极与麦积对接，共同搭建就业用工平
台，开展了“线上春风行动暨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活动，组织
麦积区225名贫困人口赴西青区企业务工；组织西青优秀师资
力量2批次，赴麦积区对电工电焊、汽车维修、家政服务、美容美
发等专业478人（贫困劳动力439人）进行技能提升培训。

输血造血结合 扶贫扶智同步

在全力攻坚的同时，西青区不断加大麦积区的输血造血
功能。

两区把旅游消费扶贫作为深化协作的新举措，2019年5
月30日，由西青区政府和麦积区政府主办，西青区农业农村
委、西青区文旅局及麦积区文旅局承办的“西青·麦积一家亲”
旅游消费扶贫绿色通道开通仪式在麦积区举行，把西青到麦
积观光旅游的“经典线路”打造成为脱贫攻坚的“靓丽风景”。
西青区干部职工到麦积旅游、认购农特产品，实现旅游购物消
费202.47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青先后选派72名专科医生、优
秀教师、专技人才到麦积挂职交流；组织麦积区党政干部、致
富带头人赴西青开展培训；派出专家组，在麦积举办教育、卫
生系统培训班和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班等，为麦积脱贫攻坚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同时，西青区精武镇、杨柳青镇、李七庄街分别与麦积区
利桥镇、元龙镇、党川镇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李七庄街王兰
庄等7个村与党川镇新庄等5个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西青
区38所学校、2所医院、6个社会组织分别与麦积区134所学
校、5所医院、6个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签订了结对帮扶协
议书。

如今，麦积区成功脱贫摘帽，但这不是终点，而是稳定
脱贫攻坚成效、做好群众保障工作再出发的新起点。西青
区坚决做到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让贫困群众能够脱贫不返贫，真正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携手东西情 共筑脱贫梦
——天津西青助力甘肃麦积脱贫摘帽奔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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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残疾人就业托养扶贫车间 当地村民晾晒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