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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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网站：www.tj12380.gov.cn
举报短信：13752075581（仅限

接收短信举报使用）
微信公众平台：tjhp12380
来信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委组织

部举报中心（和平区曲阜道81号，邮
编300042）

和平区公务员工作作风
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22-27267686
受理范围：区属党政机关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作时间内工作纪律、仪表举
止、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及其他工作
作风方面出现的问题投诉。

受理时间：上午：08：30-11：30
下午：14：00-17：30（节假日除外）

本报讯（记者李震）4月2日，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传达学习贯彻市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扩大会议精神，对全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三
评”工作进行再推动再落实，对查纠整
改环节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持续推动
教育整顿走深走实。区委书记、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贺亦农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有关领导出席。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扛起政治责任。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
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把握这次教育
整顿督导的重点要求，切实扛起政治责
任，加强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组织
领导，尤其是在查纠整改环节，区纪委监
委、区委组织部要主动参与进来，拧紧责
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各成员单位要全
方位配合、全链条发力、全系统整治，确保
教育整顿不偏方向、不打折扣、务求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定政治态度，自觉接
受政治体检。要全力配合中央督导组、市
指导组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指导监督，
紧扣市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提出的“六个不
到位”问题，深入查摆问题，做到问题找得
准、措施定得实、整改效果好。对中央督

导组发现反馈的问题，做到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反馈。要落
实要求，全力完成任务。4月6日，教育整
顿工作将转入查纠整改环节，这是教育整
顿的中心环节。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和市
委有关文件要求，在整体统筹上，进一步
明确目标、把准方向、有序推进，在具体实
施上，要精心组织实施好问题查纠、分类
处置、政策适用、界限厘定等，细化“自查
从宽、被查从严”措施，加大政策宣讲力
度，着力解决“七不”问题、做好“七查”工
作、整治“七大顽瘴痼疾”，落实“六民”要
求，打一场洗涤思想灰尘、清除肌体病毒
的攻坚战、歼灭战、整体战。

会议强调，要注重把学习教育贯穿教

育整顿全过程，持续深化思想发动，强化
理论武装，注重标本兼治，及时把学习教
育的创新举措，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推
动学习教育常态长效，教育引导政法干
警，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做好下一步
两个环节的工作，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确保教育整顿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确保
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在和平落地开花
结果。

会议传达了市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扩大会议精神，审议了全区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自评”“复
评”情况。

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深挖“病根”整治顽瘴痼疾
切实铸牢政法干警政治之魂

本报讯（记者王阳）3月31日，区
委书记、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组长贺亦农来到区人民检察院调研
督导检查，督促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
拧紧责任链条，严防形式主义，指导推
进开门搞整顿，切实把教育整顿同工
作实际相结合，挖掘一批优秀经验做
法。区有关领导参加。

贺亦农通过开展座谈交流等方
式，了解区人民检察院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是否存在对
接不通、机制不顺、配合不畅、落实不
力等情况。

贺亦农说，区人民检察院新领导
班子成立以来，抓作风、抓纪律，带动
了干部的精神状态，能力建设、业务
工作都得到整体提升。区检察院的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思路清楚、站
位高，紧密结合了工作实际，有力有
效的推动了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既有
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规定动作
严肃认真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
学习效果突出。

贺亦农强调，要从思想认识上再

深化，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忠诚，牢牢
把握政治坚定这一首要任务，结合正
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夯实
思想根基，切实增强抓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正视
问题，补齐短板，针对自评复评中发现
的问题和难点、堵点，切实把短板补齐
把弱项补强；要总结经验，强化宣传，
进一步挖掘好身边典型，弘扬正气，把
政法故事讲好传播好。

贺亦农强调，要继续压实责任，
做到有序有力。进一步完善工作机
制，严密对接、加强沟通协调，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细化制度，做到依
法依规；对下一阶段工作要超前谋
划，加强顶层设计、组合设计，做好两
个阶段的有效衔接。要抓原治本治
长效，坚持标本兼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让司法为民的教育成果得到人
民群众的认可；要把教育整顿的成果
体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通过
“和平夜话”实践活动检验教育成果，
为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司法保障。

区领导调研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弘扬正气筑牢忠诚
打造和平政法铁军

本报讯（记者王阳）4月2日的津
城，飘着微微细雨，区委书记贺亦农及
有关区领导冒雨深入到区内重点项目
施工现场进行调研和现场服务，助力
项目扎实推进。

贺亦农先后来到印象城项目现场
和位于天河城三楼的项目现场，听取
项目建设方关于项目进展情况的介
绍，详细了解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需要和平区帮助协调解决
的困难。

贺亦农对项目进展给予肯定后强
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以及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上来，

按照“提士气、勇担当、开新局，加快推
进高质量发展”动员部署会要求，进一
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上前，加强与企
业的日常联系和业务沟通，做好服务
企业、服务发展各项工作，以“大服务”
推动“大发展”，培育消费热点、打造消
费亮点、拓展消费空间，加快布局“首
店经济”“首发经济”，打造新品首发
地，发展一批体验式消费业态，持续增
强消费“粘性”，全力打造“时尚消费高
地”，着力提升城区活跃度。

区领导调研重点项目

全力做好服务工作
打造“时尚消费高地”

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日前，和平区军休所“老军医专家咨询组”10名经验丰富的军休干部医疗专家来到南京路社区，为社区居民量血压、听心率、
分析体检报告、号脉问诊，受到居民欢迎。 薛峙 摄

本报讯（记者王阳）4月3日，清明
小长假第一天，区委书记贺亦农及有
关区领导到开心麻花剧场等点位考察
并进行现场服务。

在位于民园广场负一层的开心麻
花剧场，贺亦农详细询问了开业准备
进度及活动安排，并责成区有关部门
一定要主动上前，了解企业需求，帮助
企业做好开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剧场按照时间节点准时开业，同时
他希望开心麻花团队充分用好开心麻
花剧场，编排出内容丰富的节目奉献
给广大观众，为和平区打造时尚消费
高地贡献力量。

在大理道上，贺亦农边走边听
取五大道赏花节有关情况的汇报，
并不时与正在欣赏海棠花并进行拍
摄的游客们互动；在民园西里，贺亦
农与正在市集开始前进行准备的商
户深入交流，询问他们参加市集的
感受及经营情况，贺亦农叮嘱区文
旅部门要按照打造时尚消费高地的
要求，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坚持以
文化为“魂”，以街巷为“脉”，把五大
道地区打造成“城市会客厅”、全国

知名的“打卡地”。
在位于润兴里的中意文化创意中

心，贺亦农实地考察了该处商业业态
情况，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情况汇报，
他希望项目负责人可以充分利用资
源，把中意文化创意中心打造成为赏
万国建筑、品异国美味、展示异国风情
的场所，引入更多时尚元素，策划丰富
多彩的活动，多维度推动中意在文化
教育、艺术、科技、时尚产业等领域合
作，使之成为和平区在打造时尚消费
高地中的亮点，和平区也将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

贺亦农还叮嘱随行人员，节日期
间人流、物流更为集中，安全保障工
作就更为重要，要切实强化安全意
识、守牢安全底线，确保景区见警员、
见警车，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等扰乱景
区秩序、节日氛围的行为，把治安维
稳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进一步提升
市民游客的安全感、归属感。要扎实
做好常态化条件下的疫情防控工作，
周密安排、精准布置，对景区人流进
行及时监测、及时上报，避免市民游
客过度聚集。

区领导到开心麻花剧场等处进行现场服务

考察商业业态情况
做好节日安全保障

本报讯（记者李震）3月31日，春风和
煦，水清岸绿。区委书记、区级总河长贺
亦农带队到津河和平段、海河大光明桥泵
站进行巡河检查，落实河（湖）长制从“有
名”到“有实”专题工作会议精神，对存在
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面整改，深入推进春季
河湖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扎实开展河湖管
理保护和重点治理任务，打造人民群众满
意的幸福河湖。区有关领导参加。

巡河过程中，贺亦农实地察看河长公
示牌树立情况和海河水面、亲水平台、绿
化带等关键部位，详细了解区域河道水
质、排口数量及日常水质监测、巡护检查
等相关情况。

贺亦农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深刻认识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把河
长制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完善工作机
制，确保做到对区域内的河道排口底数
清、情况明，并加强日常的检查和监测；要
加强宣传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
落实河（湖）长制工作与“和平夜话”实践
活动、“创卫”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生
态环保理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层层
压实责任，充分发挥属地街道、责任部门

以及相关第三方机构的积极作用，形成工
作合力，更好地完成污水无直排、堤岸无
损坏无垃圾、绿化无破坏等管护目标，深
入推进春季河湖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扎实
开展河湖管理保护和重点治理任务，打造
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湖。
在海河大光明桥泵站，贺亦农向市

水务局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市排水一所
长期以来在和平区防汛排险、应急排水
等方面工作中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希望今后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在防汛
排险、应急排水、易积水点改造等方面
工作中共同努力，为加快推进天津市以
及和平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各项保障。

区领导带队巡河检查

推进春季河湖环境专项整治
打造人民群众满意幸福河湖

本报讯（通讯员张成伟）日前，区政
协主席姚志毅深入林泉社区、福明社区、
静园社区及信德大厦，检查督导疫苗接
种工作。

姚志毅现场听取了社区主要负责
同志和楼宇值班干部关于疫苗接种工
作情况的汇报，深入了解了疫苗接种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一起制定解
决对策。

姚志毅对在社区、楼宇值守的一线
工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感谢他们为社
区换届、疫苗接种、创卫复审及楼宇执勤
等工作作出的突出贡献。

姚志毅说，各街道社区加强宣传力
度，认真做好预约登记、科学安排接种等
环节工作，保障社区居民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有序开展，为建立全人群免疫
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随着接

种人员数量的增长、群体的扩大，各街道
社区要不断创新方式，做好各环节流程
衔接，提供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全力保障
新冠病毒疫苗预约接种工作顺利有序进
行。要掌握各级各类接种人员的底数，
持续完善工作台账，做到思路清、方向
明。同时，要在接种压力大、工作强度高
的情况下，深入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细
化宣传内容，引导辖区人员应接尽接。

区领导深入社区楼宇检查督导疫苗接种工作

加强宣传力度 确保应接尽接

本报讯（记者曹莹）截至3月27日，
和平区64个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圆满
完成，“一肩挑”意向人选全部顺利高票
当选。社区“一肩挑”平均年龄38.4岁，
比上次换届时年轻3.6岁；大专以上学
历实现100%，本科以上学历达75%。

和平区坚持把换届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一把手工程”牢
牢抓在手上，层层压实责任，上下联
动，严把提名关，坚持“下深水”摸排
“一肩挑”意向人选，指导各街道采取
走访调研、召开自荐会、面谈选拔等方
式，切实把“能干的好人”找出来；严把
联审关，对照“九不能”“五不宜”负面
清单，对832名社区“两委”意向人选
进行了联审；严把程序关，围绕人选推
荐、考察公示、大会组织、投票选举等
关键环节，细化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
不折不扣履行换届的法定程序，确保
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对全区社区工
作者做好相关业务指导，确保新一届社
区工作者队伍平稳过渡，持续提升为民
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为全力打造
“五个高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标志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和平区社区“两委”
换届圆满完成

“小巷总理”
平均年龄38岁

本报讯（记者张翅）日前，区文化
和旅游局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充
分发掘全区第一批革命文物价值，做
好文物活化利用，实现文旅融合发展，
巩固和平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起点是位于和
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的中共中央
北方局旧址；之后游客可乘车沿黑龙江
路—长春道—吉林路—赤峰道—山西
路，到达位于山西路98号、在原中共天
津建党纪念馆基础上迁移扩建而成的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再乘车沿山西
路—鞍山道右拐到达线路的终点——
和平区鞍山道59号的天津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

同时，市民游客借助旅游线路沿
途还可以就近参观中共中央在津秘密
印刷厂遗址（唐山道47号）、吉鸿昌旧
居（花园路5号）、国民饭店（赤峰道
58号）、基泰大楼旧址（滨江道 117
号）、十八集团军驻津办事处旧址（彰
德道18号）、新生社旧址（建设路芸芳
里2号）等红色遗迹，进一步深度了解
位于和平区的红色旅游线路上各个重
要历史印迹。

和平区推出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探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日前，逸阳梅江
湾国际学校对学生开
展安全教育，普及应
急避险知识，增强师
生抵抗灾害的能力，
打造平安校园。

薛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