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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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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
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在
2021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
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特别强调“年轻
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
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的忠实传人”。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
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14亿中国
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
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

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做
到对党忠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
密切联系群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个武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永远
艰苦奋斗，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
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
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
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在仍
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的前进道路
上，只有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我
们才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

精神的财富穿越时空，伟大的事
业薪火相传。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对于年轻干部成长成才至关重
要。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
品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
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
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
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
的忠诚”；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则，“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
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
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
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
曲折”；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
和最大底气，“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
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
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开展自我批评，根
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
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
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艰苦奋斗
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我们一路走来、

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
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年轻干
部要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历
程，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
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
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
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
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个还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
回答。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的忠实传人，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
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年轻干部就能
不负历史重托、不负时代召唤，奋勇争
先、建功立业，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讯（记者李国惠）3月3日，市委
党校举行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出席
并讲话。

喻云林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擘画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对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作出重大部署。党员干部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努力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
以然。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政治能力，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从
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要增强补课
充电的紧迫感，提升勇于实践的内动力，
涵养苦练事功的精气神，努力成为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
手。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部门要加强
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
练，精准开展专业化培训，使广大干部政
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
跟上时代步伐。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
带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把提高党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作为教育培训的重
要内容，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
效性。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昨天，我市召
开落实“制造业立市”部署推动工业和信
息化发展工作会议。副市长王卫东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和各
区政府、滨海新区功能区负责同志出席。

会议指出，“制造业立市”是市委、市
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各部门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使
命感、紧迫感、危机感，坚定不移地把制
造业作为立市之本、强市之基，全身心投

入制造强市实践，确保党中央和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
以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抓手，
建立完善链长制，围绕龙头企业，梳理项
目清单、招商图谱，统筹做好平台载体、
人才支撑、配套设施、政策举措等相关工
作，引育新动能，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要推动发展目标、任务举措、工作机制具
体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形成
市区协作、多级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市委党校举行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我市召开落实“制造业立市”部署
推动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工作会议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
——天津市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精神主题活动启动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记者李国惠

党史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党史如
号角，激发奋进之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市委部
署，充分发挥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
庆祝建党百年宣传教育特别是党史学习
教育中的重要作用，3月3日，由市委宣
传部主办，河北区委、天津广播新闻中
心、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市级机关团工委
承办的天津市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
精神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春回大地，万物更新，天津觉悟社旧
址纪念馆热闹非凡。在这里，一个个革
命先烈曾挥洒青春、热血奋斗；在这里，
一个个进步青年曾探讨真理，救国救民。
“觉悟社是弥足珍贵的革命遗产和

精神财富，它是一枚火种，更是一座丰
碑。能在这里启动天津市百个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传精神主题活动，对我们来说，
既是鞭策，也是激励。”天津觉悟社纪念
馆馆长马媛说，回望过去百年，我们不仅
要告诉新时代青年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
的，也要告诉新时代青年将去往哪里。
今后，将继续弘扬和传承好觉悟精神，自
觉听党话，跟党走，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
相传，发扬光大。

启动仪式后，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
王培军表达了“永远跟党走、传承红色精
神”的决心：“平津战役纪念馆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们有责任、有
能力、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故事。今后，将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到讲解词中、融入到红色文物中、融入到
‘六进’活动中、融入到文创产品开发中、
融入到新媒体中，进一步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
研究室主任肖光文说，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是对广大南开师生和社会各界干部
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阵地。学校将深入挖掘自身红色
历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广泛开展党史
校史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讲好南开故事，继承弘扬好南开
精神，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教
育引导广大师生以及社会民众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永远跟党走。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

师”，河北区文物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梁
启超纪念馆负责人徐燕卿说，我们将大
力传承和弘扬梁启超爱国救国的精神、
赤子爱国的家风，努力把梁启超纪念馆
打造成天津的城市文化地标。
“电力，是文明的血液、光明的使者、

发展的先行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电力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用
上电’到‘用好电’，驱动着天津这座城市
的进步与发展，书写下一页页光明篇
章。”天津电力科技博物馆综合管理人员
张慧颖说，今后，将不负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性质，用好用足电力资源，以丰富
的展览、多样的活动、精彩的解说，来讲
好“四史”特别是党史故事。

启动仪式只是一个起点，我市还将
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功能，
利用红色历史文化场馆，在重要时间节
点精心策划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革命文物展》等一批重大题材
主题展览。同时，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
“四史”学习教育，组织“百年百馆百事”
主题宣传，运用云直播、云展览等融媒
体方式，开展网上宣传教育活动，营造
全领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社会参与
的浓厚氛围，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
力量。

昨天，东丽区图书馆一辆“流动图书车”开进了武警天津总队执勤四支队营区内，
吸引了众多官兵前来读书、借书，工作人员与官兵们一起学习红色历史，互相交流体
会，并为官兵们免费办理了读书证，丰富了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党性
修养。 通讯员刘学晋周旭升摄

十一届市委第九轮巡视进驻信息一览表

十一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全部完成进驻
本报讯（记者 徐丽）根据市委统

一部署，截至3月3日，承担十一届市
委第九轮巡视任务的9个市委巡视组
全部完成进驻，将对滨海新区等16个
区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供销合作总
社等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2个
月的常规巡视。
本轮巡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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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把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增强政治
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政治方向、
承担政治责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
要求贯穿巡视工作始终。接力中央巡
视，强化政治监督，紧扣各区党委发挥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和市级法院

党组、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领导班子
履行职能责任情况，重点监督检查落
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市委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情况，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
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整改情况，注重把握共
性、突出个性，精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并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监督保
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巡视之
为推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见底到
位，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各巡视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

上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市委对各区、市级法院和
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织开展巡视的重
要意义，强化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加
强组织协调，坚决支持配合，鼓励和支
持干部群众反映与巡视有关的情况和
问题，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巡
视任务顺利完成。

各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接受巡
视监督，认真反思整改问题，全力支持、
积极配合市委巡视组工作。

本轮巡视期间，同步开展选人用人
和机构编制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专项检查，并统筹组织10个涉农区
巡察机构对本区供销合作社党组织开展
巡察“回头看”。

十一届市委第九轮巡视进驻相关信
息向社会公布。

组别

市委巡
视一组

市委巡
视二组

市委巡
视三组

市委巡
视四组

市委巡
视五组

市委巡
视六组

市委巡
视七组

市委巡
视八组

市委巡
视九组

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市管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有关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地区、单位和有关部
门处理。
市委巡视组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00—18:00，受理信访时间截至2021年4月23日。

组长

赵金存

杨培骥

苏金波

李建军

邓庆红

刘庆纪

王秉贵

项文卫

张德强

被巡视地区（单位）
西青区
静海区
河东区
河西区
河北区
津南区

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海事法院
和平区
南开区
红桥区
滨海新区

（含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中新生态城、东疆保税港区
和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市管干部）

东丽区
宁河区
宝坻区
蓟州区

市供销合作总社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北辰区
武清区

值班电话
58952926
68308901
59086640
59086641
59086645
88293925
88290741
88290520
24205526
24205006
24205536

59881931
59881932

58995530
58995531
29239715
29015908
59086642
58291021
58291023
58291022
26279830
22147703

短信手机
18322343710
18222504912
18322133912
18322535102
18222856417
15222400501
18222644514
15902238414
18222992827
18222992827
18222992827

18222416625

15222059852
18202517121
18222094317
18222531403
18322284125
18222100827
18222399423
18222800024
18222172405
18302259405

邮政信箱
天津市西青区A02109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静海区A02702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39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2204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40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41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18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301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42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A01508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2003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宝坻区第A02602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蓟州区第A02902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103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104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北辰区A06001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武清区A02503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记者 张清）为解决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多
种金融需求，日前，在天津银保监局
的支持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手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市
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签署拥军优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家保险公司承诺，将在人身险、

财险、机动车险等方面为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
优质、优惠的保险服务，给予最优惠、
专属的价格，并提供定制化的保险解
决方案。优抚对象可凭军官证、士兵
证、退役证、优待证等有效证件到指
定站点办理相关业务。

退役军人可享受优惠保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