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
持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筑
牢
国
家
安
全
屏
障

2021年3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佳佳

综合新闻22
·

北辰区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让百年党史“飞入寻常百姓家”

把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
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实效性感染力

北辰区举行2021年春季新兵欢送仪式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日前，北辰
区举行 2021年春季新兵欢送仪式。
天津警备区动员局副局长高存贤，区
委常委、区武装部政委张斌，副区长张
炳柱，区武装部部长李贵存出席。

接兵部队和新兵家长代表及即将
入伍的新兵参加了此次欢送仪式。仪
式结束后，大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开场舞《不忘初心》展现了共产党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迈情怀；
歌曲《解放军来了》《骏马奔驰保边疆》
唱出了革命军人大爱无私、卫国戍边
的奉献精神；红歌、军歌联唱等歌曲唱
出了新战士把青春献给部队的心声，
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军报国、献身国
防的热情动力；杂技《平衡术》《蹬技》、
小品《出征之前》等精彩纷呈的节目，
引起全场阵阵掌声。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3月18日，
北辰区召开清明节安全祭扫突发事件
处理应急工作专题会。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王旭东出席。

会议指出，今年清明各殡葬服务
场所在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下，
祭扫工作正在全面、有序开展，各部门
各单位要居安思危，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要求，各相关委局、各镇街、
“一馆三园”要做好协调联动，积极统
筹疫情防控工作和清明节安全祭扫工

作。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属事责
任和属地责任，尽快细化预案，明确专
人负责，切实防范各类突发事件发生，
确保万无一失。要结合疫情防控，广
泛宣传今年清明节期间安全祭扫服务
的要求，积极倡导市民朋友错峰祭扫，
用新型方式文明祭扫，为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便捷、温馨的殡葬服务，
不断提高公众满意度。

会上，区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部
署清明节期间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
预案。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日前，北辰
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期政治
轮训班暨镇街政法委员履职能力专题
培训。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郭
海出席并进行开班动员。

会议要求，全区政法机关一定要把
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五个过硬”“四个铁一般”总要求，
努力锻造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的政法铁军；要坚持“认真、较真、求
真”的导向，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切实提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

力；要突出学习党的理论成果，强化系
统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
维，努力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要把火
热的政法实践、社会实践当作最好的课
堂，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高政治
站位，提高工作能力，像海绵吸水一样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
视野，跟上时代新步伐；要在培训期间
学到真知识、真本领，提高干事创业服
务人民的信心和能力，为打造更高水平
的平安北辰、法治北辰贡献力量，以优
异成绩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本报讯（记者 于凡）3月18日，北
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部署会。副区长庞镭出席。

会议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提高政治本领的大课堂，学党史就是
要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
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坚定初心使
命的重要源泉，要引导党员干部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推动北辰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保证。

会议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抓
住重点，准确把握目标任务，深刻感悟共
产党人的绝对忠诚，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深刻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坚持
做到学思践悟，时时扣问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真心实意解难题办实事，继续发
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拓展。

会议要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正确导向，以点
带面，结合实际安排部署，为党史学习
教育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确保学习教
育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曹翰）3月 22日，
市医保局一行对北辰区医疗卫生行
业开展综合监管督查。副区长马希
荣陪同。

会上，督查组一行通报了督查任务
并提出具体要求，马希荣汇报了北辰区
相关工作开展落实情况。马希荣说，北
辰区在完善卫生监管制度的过程中，
加强政府主导责任，强化部门间协调
配合，医疗质量及服务水平得到了稳

步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更加织密
织牢。全区将以此次督查工作为契
机，对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进
行一次全面体检，继续完善监管机制，
满足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督查组对北辰区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希望北辰区在医疗人才梯队建
设、卫生执法工作等方面继续努力，
推动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进
一步完善。

确保清明祭扫安全文明有序

镇街政法委员履职能力专题培训开班

北辰开发区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市医保局一行对北辰区开展督查

聆听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我一直记得这句
话，也希望你们能记住，要接过老一辈
手中的枪，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砥砺前
行，建功新时代……”3月 19 日，青
（广）源街盛福园社区年轻党员来到社
区居民伍岳雄家中，聆听这位85岁的
抗美援朝老兵讲述红色故事，从中追
寻红色记忆，感悟榜样力量。

今年85岁的伍岳雄于1949年入
伍，1950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
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一名
通讯兵，荣获一次“四等功”。“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
的美好生活”伍岳雄老人抚摸着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动情地说。

老英雄的讲述，让在场的年轻党员
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
活，先辈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学
党史、感党恩，知史鉴今汲取力量，自己
要更加坚定信念，切实增强作为共产党
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本职岗位，
坚持为民服务决心，做好社区工作。

依托校史馆
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

“校史馆依托运河文化，让孩子们在
参观了解过程中，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
爱家乡的情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仓小学
教师、校史馆讲解员肖平介绍说。在全区

上下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之际，北仓小
学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校，积极创新方
式，依托校史馆，在学生中间广泛开展学
党史知校史教育，通过了解家乡历史文
化，树魂、立根，坚定文化自信。

在北仓小学运河乡情展馆，学生们
跟随讲解老师的脚步，参观学习“千年
风雨大运河”“北运河畔北极星”“天下
皇仓北仓廒”“立学蒙养读诗书”“登高
英雄杨连弟”等9个部分、31个版块内
容，详细了解北运河的历史变迁，追溯
红色记忆。学生们纷纷表示，在党史学
习过程中，更加明确了自己作为新时代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要好好学习，长大
肩负起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

非遗创作追寻百年红色记忆

最近几天，在小淀镇国际当代艺

术中心内，非遗沙画传承人王金亭正
紧锣密鼓地制作“延安精神”主题沙画
作品。为献礼建党百年，小淀镇将举
办百幅红色主题沙画作品展览。展览
以“延安精神”为主线，通过沙画作品
呈现革命人物肖像、红色故事内容等，
预计7月1日前，100幅原创的红色主
题沙画作品将正式对外展出。
“我们积极创新，丰富红色文化的表

现形式，让红色基因在艺术作品上得以
彰显和传承。”王金亭介绍说。今年58
岁的王金亭，借鉴景泰蓝工艺，潜心钻研
和创作独特的“彩金沙画”制作方法，使
沙画作品不怕日照与潮湿、不褪色、不落
沙、可以水洗，始终保持色彩鲜艳。此次
通过把非遗文化和红色文化有效融合方
式，让红色文化释放出更强凝聚力和号
召力，进一步激发爱国情怀。

通讯员 徐伟翔 牟文鹏 刘颖

本报讯（通讯员 宋致强）日前，公
安北辰分局在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
网安总队协助下，经过120多天缜密侦
查，部署警力在天津、内蒙古、甘肃、福
建、浙江等五地同步收网，打掉一“第四
方支付平台”，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该
案系全市首例为跨境网络赌博网站提
供资金转移渠道的犯罪案件，涉案金额
高达2000万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支付宝、微
信支付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已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于是，一些不法分子铤
而走险，自行搭建“第四方支付平台”，

逃避合法监管，掩盖资金去向，为跨境
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团伙套取、
漂白非法资金提供了方便。

2020年6月，市公安局网安总队、
公安北辰分局在对网络犯罪案件进行
梳理时，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以孙某
(男，22岁，山东省人)为首的团伙，利用
自行开发、架设、运维的非法“第四方支
付平台”（俗称“跑分平台”），为境外赌
博网站提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

在获取线索后，市公安局迅速抽调治
安管理总队、网安总队和北辰分局精干警
力组成专案组，集中力量全面开展案件侦
办工作。经过大量细致工作，专案组逐步

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层级关系。经
查，孙某与远在甘肃的贾某（男，33岁，甘
肃省人）和浙江的张某某（男，35岁，浙江
省人）通过网络结识，由孙某负责日常服
务器维护，贾某负责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张某某则负责联系持有账户“下家”扩展
业务。而“下家”则有4名，分别在内蒙古
和福建。同时，专案组也初步掌握了以孙
某等7人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非法“第四
方支付平台”的大量证据。

在锁定嫌疑人藏匿地后，专案组兵
分多路，在天津、甘肃、浙江、福建、内蒙
古等地设下天罗地网，同步开展抓捕行
动，将孙某、贾某、张某某等7名嫌疑人
组成的犯罪团伙一举捣毁，扣押电脑设
备8台、手机17部、银行卡20余张，冻
结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

目前，孙某等7人因涉嫌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
逮捕。

本报讯（通讯员 王喆 张莫云）北辰
海关和区商务局立足辖区实际，服务企
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深
入加工贸易企业开展精准帮扶，以海关
各项优惠政策全力补给外贸企业，积极
为外贸企业添羽翼、加动力，多措并举促
进全区外贸发展。

切实为企业减负，免征部分企业加
工贸易风险保证金。北辰海关与区商务
主管部门构建“海关+政府”共管模式，
在共同研判、有限推荐前提下，为辖区8
家企业免征风险保证金，有效降低企业
运行成本，减少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
在疫情防控期间外贸进出口的平稳运
行。预计2021年全年将为上述8家企

业累计免征保证金3500万元左右。
双循环相互促进，助力加工贸易企

业出口转内销。北辰海关和区商务局
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
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
得知天津博威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受疫
情影响出口受阻，海关工作人员加大宣
传力度，帮助企业了解加工贸易内销货

物暂免征收缓税利息和内销选择性征
收关税政策，全面释放政策红利，帮助
企业实现出口转内销，享受免征缓税利
息，做好内销补税工作。2020年该企业
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累计货值约7000
万元人民币。

加强AEO认证培育，帮助企业提
升国际市场竞争力。AEO认证即“经

认证的经营者”，是国际贸易绿色通行
证。经认证企业可享受中国海关提供
的便捷通关、低查验率、免担保等便利，
同时在全球AEO互认国家也可享受各
种便利待遇。经北辰海关大力培育，截
至目前，辖区共有认证企业46家，其中
高级认证企业8家，帮助企业有效降低
贸易成本，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通讯员 叶明明）“没想到这
么快就拿到了申请的救助金，非常感谢民
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过“救急难”救
助金的西堤头镇村民刘某喜极而泣。

刘某全家3口人，每月靠打零工维
持生活。日前由于家中突发火灾，导致
家用电器、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全部被
烧毁，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其
本人遂向所在村村委会提出申请。民政
部门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消息后第一时间
到现场勘查了解情况，西堤头镇社会救
助审核领导小组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给
予其急难型救助，发放救助资金12120
元，帮助刘某解决了燃眉之急。
“救急难”政策是对遭遇突发事件、意

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
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覆盖或救助之后仍有困难的家庭给予应
急性、过渡性救助。该政策通过提高救助
时效性，织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网”。北
辰区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保障镇街
“先行救助”“立即给付”，对急难型救助对
象启动绿色通道，24小时内予以救助。今
年以来，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政策要求，积
极帮扶困难群众，累计救助487户859人
发放资金263.36万元,为解决急难群众的
生活困难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温凡）3月18日，
“文化有约”——2021年北辰区文化馆
全民艺术普及系列讲座开讲。首场讲
座《生活——艺术创作之源》邀请北辰
书画院院长张为民授课。
“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观察、去积累、

去搜集生动的素材，要表达自己对生活
的感受，要借由画笔让我们的感受生动
起来。只有多观察、多积累，创作的时
候灵感才会丰富。”讲座中，张为民以自
己的绘画作品《茶根儿》为例，为现场艺
术爱好者讲解艺术创作过程中主动观

察、感受和积累的重要性。
区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系列讲座

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
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切实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不同文艺形式满足老
百姓多方位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综合素养。下一步，区文化馆
还将进行更多不同主题的全民艺术普
及系列讲座，为喜爱艺术的人们提供更
多帮助。

北辰海关区商务局助力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释放政策红利为外贸企业“添羽翼”

积极挖掘鲜活素材、丰富红色文化表现形式……连日来，北辰区各部门各
单位深入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在全区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让百年党史“飞入寻常百姓家”。

急难救助暖人心
织牢“兜底保障网”

警方捣毁跨境赌博“跑分平台”
五地同步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涉案金额2000万元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全民艺术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