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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津南区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

26津南中医院病房投入使用 四丈河阻击战中的“三进三退”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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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4月2日，津南区
召开会展服务保障指挥部第二次工作推动
会，传达贯彻落实部市共建天津国家会展
中心项目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和首展动
员大会等会议精神，听取各专项工作组关
于会展保障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统筹协调
解决问题，全力保障会展首展必胜必赢。区
委书记刘惠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唐小文
主持。

会前，刘惠实地察看了会展场馆、机场
大道等项目建设情况，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工
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随后召开推动会，与会区领导和相关
单位参会同志就各专项工作组提出的“痛
点”“难点”，逐项研究分析，合力推动破解，
全力保障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成功举办会展
首展。

刘惠强调，即将迎来的会展首展，事关
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事关津南绿色高质量
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工作紧迫感，
一切工作往前赶。紧盯会展各项目标任务
和时间节点，结合“明责尽责，担当作为，岗
位职责大练兵”活动，坚持争分夺秒，强化复
命意识，及时报告工作进度和存在问题，倒
排工期，压茬推进，加强全要素实践演练，保
障会展首展成功、圆满、顺利。要守住安全
底线，做好安全防范预案。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大安全格局，统筹做好信访维稳、安全
生产、安全保卫、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各项工
作，加强情报预警，制定相应预案，排查风险
隐患，严密安全保卫措施，确保会展首展安
全“万无一失”。要真正紧张起来，全力备展
迎战。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度频次，强化
内外沟通，主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和帮助，
强化无缝衔接，形成最大工作合力。模拟查
漏补缺，聚焦交通、审批、住宿、餐饮等关键
环节，细化完善方案，提升工作标准，全力攻
坚“卡脖子”项目和事项，切实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加
强宣传引导，持续深化“拥抱会展、共赢津南”主题实践，营造浓
厚氛围，展现津南良好形象。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围绕规
范安全办展、有效利用全市会展协调机制、深入先进地区交流
学习等方面提出建议。

区领导孙宝顺、于瑞均、李庆、陈子苓和有关街镇、相关部
门及海河金岸公司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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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赓续红色血脉 铸牢政治忠诚

新闻要览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4月2日，区委书记刘惠深入绿
色屏·小站湾、葛沽湾、双桥河湾、咸水沽湾、辛庄湾、八里台
湾，实地察看建设进展情况，现场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小
站镇、海河金岸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协调解
决存在问题，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期间，刘惠还对
海河（津南段）开展巡河工作，察看河道水环境现状，并提出
具体要求。
区领导李庆、马明扬、孙晓光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区领导现场办公

推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4月6日，区政协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就“发挥名人效应，促进津南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课
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区政协主席方昀出席。

课题组一行实地调研了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平凡友
好画院，详细了解两个文化阵地建设、运行情况，并在区融
媒体中心集中观看了津南名人故事纪录片。

与会人员围绕调研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津南名
人访谈”、“创建名人馆、非遗馆”等多种思路及建议。

区政协组织开展专题调研

力促文旅高质量发展

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主任）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3月30日，津南区举办为期3天

的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培训班。区委书记刘
惠以“争做明责尽责、善作善成的村（社区）带头人”为题进
行专题授课，激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推动津南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喜军主持开班仪式，各街镇分
管负责同志和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参加。

本报讯（记者 王彤）近日，津南区委第十三轮各巡察组
分别在区委研究室、区级机关工委、区委督查室、区委保密
和机要局、区委网信办等12个单位召开巡察反馈会。区领
导唐小文、孙宝顺、李喜军、吴苓、李庆、胡永梅分别参加了
分管部门巡察反馈会。

各巡察组在反馈巡察意见的同时，要求被巡察党组织
把巡察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巡察整
改落到实处，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区委第十三轮巡察反馈会召开

确保巡察整改落到实处

本报讯 4月3日，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革命文物工
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组织处
理规定（试行）》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
究津南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刘惠主
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区政协主席
方昀，区委副书记唐小文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
刻阐明了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任
务和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做
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区
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革命文物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加大工
作力度，持续做好本区革命文物发掘、保护、
利用等各项工作。要梳理排查全区革命文
物资源情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发挥革命
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长效机
制，创建党史教育展台，赓续红色血脉。

会议强调，组织处理是教育干部、管理
干部的必备手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措
施。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
门要把组织处理放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大局中把握，精准科学做好组织
处理工作，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要坚持

教育在先、预防在先，紧密结合“明责尽责，
担当作为，岗位职责大练兵”活动，针对《规
定》中列明的应当受到组织处理的17种情
形，在全区广泛组织开展讨论，加强正面教
育，注重源头防范。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中央第二督导组进驻天津开展督导检
查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本区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工作汇报及第二环
节工作安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的重要意义，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市委工作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加大从严

管警力度，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要坚决扛起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刀刃向内、动真
碰硬，抓实查纠整改环节，进一步推进问
题举报线索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以
自我革命精神打好正风肃纪攻坚战。要
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落实好“解民忧、护民利、保民
安、顺民意、纾民困、暖民心”务实举措，以实
际行动展现教育整顿成效。

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和市相关会议精神，
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小站镇八里台镇确保居民安全出行

全力打通乡村振兴路
交通路网是城市的命脉，也是做优城市

发展空间的强力引擎。为改善道路交通条
件，确保居民出行安全，小站镇、八里台镇陆
续启动道路修缮工程，分别对南付营村道
路、海尔大道进行维修，全力打通乡村振兴
路。

走进小站镇南付营村，工人们正有条
不紊地对路面进行平整，抛光机、摊铺平
整机不停作业。经过一天的铺油施工，镇
中心道粗颗粒沥青混凝土面层铺设全线
完工。

中心道全长7.7公里，西起津港公路，
东至汉港公路，途经小站镇11个村，是该镇
域内马场减河以南唯一一条贯穿东西的乡
村公路。多年来，道路周边环境脏乱，道路
宽度更是无法满足公交通行条件，给百姓出
行带来极大不便。

为打造这条全域旅游的主要轴线，小站
镇投资1.2亿元，对中心道进行全面提升改
造，路面拓宽至8米，并同步完成周边道路
及配套的顺接，安装单侧路灯387座，波形
护栏、行道树近3公里，预设4个公交站点，

预计5月份全面竣工通车。
弱电管网、自来水管网、天然气管网

迁移，高压杆迁移，下穿高速桥，道路基础
局部返软……虽然施工过程困难重重，但
工作人员对细节的关注让民心工程更得
民心。

南付营村村民说：“以前道路两旁没有
路灯，路面宽不足5米且坑洼不平，一到雨
雪天泥泞不堪，出行太不方便了。这条路一
修，不仅路面拓宽了，路灯也亮起来了，百姓
出行将更加便利，大家的心情和这条路一样
顺畅了。”

八里台镇道路维修工程于3月22日拉
开帷幕。

经过前期对路面破损、沥青破皮等各类
道路问题的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发现海尔
大道部分路段出现路面下沉、坑洞等问题，
影响行车安全。为此，八里台镇对科达一路
至科达三路之间长约500米的破损路面进
行维修改造。施工从3月22日开始，并于3
月底实现全线通车。

记者 张鸾 周茹涵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津南区举行

学党史增干劲 明初心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3月31日，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津南区
举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天津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任吉东作党史专题
宣讲。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区政协主席方
昀，区委副书记唐小文出席。

任吉东的报告分五个方面，围绕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深刻阐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结合天津实际，
详细介绍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需要重点把
握的问题，重点讲解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主
要方法，对全区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针对性、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惠强调，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确

保学得深、领会透。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
功夫，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及市委文件部署
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把握、融会贯通，开展
系统、准确、权威的宣传解读，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创新方法、丰富形式，确保讲得好、有氛

围。精心组织开展党史宣讲活动，结合津
南红色革命史、奋斗史，创新方式方法，增
强宣讲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让党的伟大形
象更加鲜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营造干事创业强大气
场。要联系实际，加强统筹，确保方向明、
有实效。紧密结合“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
和“三区”建设重点工作，努力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激发奋进力量。把党史学习教育落

脚点放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
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扎实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用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成果“向群众
汇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津南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报告会后，任吉东与基层干部群众就
如何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互动交流。

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区级领导同
志，各街镇、海棠街筹备组、长青办事处班
子成员，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
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市管单位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海河教育园区筹备组负
责同志，各村、社区、长青办事处所属管委
会党组织书记，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和宣讲团成员参加。

4月5日19时30分，“区域发展耀天塔”灯光秀津南专题如约点亮，十张“津南
名片”循环播放。宣传“三区”建设亮点，讲述百姓幸福生活，展示区域发展实力，吸
引周围游客驻足观看拍照。
“建设绿色生态示范区 打造京津冀东部生态走廊”“建设会展经济功能区 打

造中国北方国际会展城”“建设创新发展聚集区 打造天津智谷”……
一幅幅精美画卷通过灯光形式向大家讲述着绿色津南、活力之城，创新竞进、

争创一流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广阔发展前景。 李国正摄

天塔为津南点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图为八里台镇对海尔大道部分破损路段进行修缮 周茹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