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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和平
向群众汇报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振涛因工作调整原因调
离本行政区域。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张振涛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10名。
特此公告。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2月30日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六号）

本报讯（记者王阳 通讯员孙皓）
2020年12月30日，和平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确
定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
议于1月12日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温继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了人事任免事项。审议
确认关于个别区人大代表资格终止的

报告，审议关于提请审议接受辞去天津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
案；补选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和平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天津市
和平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天津市和平区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和平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对和平区2021年20项民心工程
项目实施票决的决定（草案）》《和平区
2021 年 20 项民心工程候选项目（草
案）》《和平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关于
表彰2020年度和平区“五好人大代表、
五星级社区人大代表接待站、五优站
长”的决定（草案）》。

（下转第16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

■记者 陈爱义

“小区里的地面有些年头了，破损
挺严重的，既影响出行，也存在安全隐
患。区城管委的党员干部来小区开展
‘和平夜话’实践活动时，我们顺便提
了一句，他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原
想着怎么也得等到天气暖和了再动

工，没想到他们说干就干，多次跟街道、
居委会、物业公司现场碰头协商，组织施
工队伍加班加点地把地面修整好了，而
且连外墙掉落、电缆排线、排水井等问题
也给我们一并解决了。‘和平夜话’实践
活动给我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党员干部的务实作风更把好事办到
了我们的心坎儿里。”连日来，和平区小

白楼街明源里小区出来进去的居民，都
对小区里刚刚整修完毕的路面感到非常
满意。 （下转第16版）

让群众更有幸福感满意感
和平区深入开展“和平夜话”实践活动效果显著

要闻简报

■1月1日，区委书记贺亦农，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郑伟铭带队来到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天河城购物中心、
小白楼街树德里社区、交警和平支队
泰安道大队、民园广场等重点点位，开
展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检查，并看望
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向他们致以新年
的祝福。区有关领导参加。

（付昱 王阳）
■2020年12月28日，区委常委

会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班交流研讨
活动，区委书记贺亦农主持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郑伟铭等区领导
出席。 （李震）

■2020年12月28日，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召开会议，传达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
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
区疫情防控工作。区委书记贺亦农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郑
伟铭主持，区有关领导出席。（李震）

■2020年12月29日，区委审计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听取我
区2020年审计项目计划调整情况汇
报，审议《天津市和平区2021年审计
项目计划（草案）》等有关文件，推进审
计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委书记贺亦
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郑伟铭和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李震）

本报讯（记者陈爱义）2020年12
月31日，区委书记贺亦农主持召开区
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国共产
党天津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
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强化党建
引领·聚力服务群众”工作报告会精神，
就抓好工作落实进行部署。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郑伟铭等区领导参加。

会议强调，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暨

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了全市2020年经
济发展成就，对2021年经济工作和全局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全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迅速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高质高效抓好落
实。要科学把握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因果

关系，从政治上做起、从政治上抓起，不断
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以旗帜鲜明讲政治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引育新动能，
加快推动智能科技、信创等产业发展壮
大，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要把补齐
短板放在重要位置，全力破解思想上的桎
梏、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梗阻、结构上
的矛盾，扎实做好“补短锻长”的文章，努
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要
强志气、扬正气、壮胆气、提士气，坚定信
心决心，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浓厚
氛围，积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势能。

（下转第16版）

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本报讯（记者王阳）2020年12月
29日，和平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
会议，代区长郑伟铭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有关领导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政府第134、
135 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了和平
区 2020 年民心工程完成情况和
2021年民心工程工作安排汇报，审
议了《和平区2020—2021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和平区元旦期间安
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征求意
见稿）》。

会议指出，实施20项民心工程，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
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落实天
津市群众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的重
要举措，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带着对群众的深

厚感情抓好落实，切实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要细化工作任务，明
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抓实抓细各
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要加强宣
传引导，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赢得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营造共建共享的
浓厚氛围。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各街道要
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务实管
用的措施，扎实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推动全区空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特别是抓好施工装修、尾气超排、餐
饮油烟等重点污染源管控；要认清和
平区特点，把人防与技防同时利用
好，充分发动群众力量，更好更快发
现和解决身边的污染问题。

（下转第16版）

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张成伟）2020年
12月21日，和平区十四届政协常委
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区政协主席
姚志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区委十一届十三
次全会精神，市群众工作现场会精神。听
取了提案整体办理落实情况的通报，审议

通过了增补政协委员事宜，审议通过区政
协十四届五次会议有关事项，通报了区政
协委员履职总结交流情况，进行了中共党
员常委履职点评，审议通过了相关制度。

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定于2021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

（下转第16版）

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

日前，新兴街永
丰里社区爱我家园志
愿者们在社区设立
“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宣传栏，帮助居民更
好地参与到垃圾分类
中来。 薛峙 摄

本报讯 1月 4日，中国共产党
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
四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召
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
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
作会议各项要求，总结2020年工作，
部署2021年任务。

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
记贺亦农代表区委常委会讲话，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郑伟铭对2021年经济
工作作部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温继
平出席。

全会审议通过区委常委会2020
年工作报告、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和
区委2021年工作要点，审议通过《中
国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决议》。

贺亦农在讲话中强调，日前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全面总结2020年经济发展成就，深刻
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2021年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委十一
届十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
析天津面临的发展形势，对2021年经
济工作和全局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

决抓好贯彻落实。
贺亦农强调，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我们党和国家在极不寻常的年份
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根本的是有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的核
心、人民领袖、全军统帅的领导力、组织
力、执政能力是最重要的综合国力，党中
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起着决定性
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认识经
济之果背后的政治之因，旗帜鲜明讲政
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各方面各环节。
贺亦农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也是和平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征程的起步
之年。做好全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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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习近平
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
求为元为纲，按照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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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落实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平任务，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着力在“补短、强
弱、升级、奠基、惠民”上下功夫，推动各
项工作做“示范”、争“旗舰”、创“品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
志区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贺亦农对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和

全局工作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保持奋勇争先的姿态，确保“十

四五”高起步、开门红。要坚持目标导
向，聚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
志区，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数字化、
品牌化推动任务落实，全力打造“五个高
地”，力争在新一轮发展中脱颖而出。坚
持问题导向，以涉险滩、闯新路、开新局
的胆识和魄力，全力补齐思维观念保守、
眼界视野不宽、体制机制不活等短板，拿
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保住存量、扩大增量、
激活变量，坚决以和平之“为”助天津之
“进”。坚持结果导向，树立“用数字说
话、拿结果证明、凭实绩用人”的鲜明导
向，练好勤政之功、创造之功、担当之功，
行家里手之功、作风之功，求真务实之
功、斗争艺术之功，把工作成果体现在
“功效、功勋、功劳、功绩”上，努力实现各
项工作走前列、当先锋。

（下转第16版）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以和平之“为”助天津之“进”

区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区委常委会主持 贺亦农讲话 郑伟铭作部署 温继平出席

和平区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会场 薛峙 摄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于2021
年1月4日召开。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全会传
达了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暨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区委常委
会 2020 年工作报告、区委常委会
2020年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和区委
2021年工作要点。区委书记贺亦农
代表区委常委会作了讲话，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郑伟铭对2021年经济工作
作了部署。

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常委会2020
年工作。一致认为，过去的一年是极
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各种严峻的风险
挑战和困难，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区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和视察天津、亲临和
平区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市委的部署要求，紧扣全面建成高质
量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
重大成果，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
面做好“六稳”工作，扎实落实“六保”
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明显，改革

开放实现新突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社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民生保障更
加精准精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全面建成
高质量小康社会，绩效考核继续保持
全市优秀，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征程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全会强调，我们党和国家在极不
寻常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
煌，根本的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的核
心、人民领袖、全军统帅的领导力、
组织力、执政能力是最重要的综合
国力，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
动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深刻认识经济之果背
后的政治之因，旗帜鲜明讲政治，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全会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和平区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征程的
起步之年。

（下转第16版）

中共和平区委
十一届十四次全会决议
（2021年1月4日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李震）2020年12月
29日，和平区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征求
意见座谈会，中共和平区委书记贺亦
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有关领导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了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中共和平区委

十一届十四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
议拟审议的《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
常委会 2020 年工作报告》和《中共
天津市和平区委员会 2021 年工作
要点》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

党外代表人士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平区委组织部受理
关于选人用人问题举报渠道

举报电话：123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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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短信：13752075581（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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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公务员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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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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