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李全馨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6

“转折之城”，满满“转折之志”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贵州篇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30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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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54461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30注
513注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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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5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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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7664795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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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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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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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5注

11056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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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3793元
9745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425721551元

86年前，贵州遵义，中国共产党
人在最危急关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
点的战略策略，实现从挫折中奋起的
“伟大转折”。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调
研考察，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
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雄关漫道真如铁”，历史烟尘中

的一个个红色印记，讲述着“伟大转
折”的惊心动魄；“而今迈步从头越”，
时代答卷中的一次次艰难求索，凝结
着“转折之志”的憧憬期待。

伟大转折点亮真理光芒

【红色历史·“转折之城”】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1935

年，红军长征在此转战3个月，彪炳史
册的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四渡赤水
出奇兵的传奇在这里流传，毛泽东也
在这里挥毫写就了“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传世名作。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一幢砖
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临街而
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
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
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
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
【红色足迹·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

会议陈列馆】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

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他参观
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

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里，挂着
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近平
总书记走近仔细观看：“遵义会议作为
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
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
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
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
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回想起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为总书记
做讲解的情景，讲解员张中俞仍然很
激动：“总书记频频询问，‘乌江渡口还
是原貌吗？’‘遵义原来有没有革命活
动？’”“总书记说我讲得很好。他叮嘱
‘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
怎么走过来的’。”张中俞说。

【红色基因代代传】
如今，遵义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关

注度最高的目的地之一。据统计，
2015年以来，遵义已接待红色旅游游

客近2.4亿人次。人们在旅途中聆听
党史，在行走中感受红色文化，缅怀先
辈英雄事迹，重温激情燃烧岁月。

遵义市组建了“红色义务宣讲
团”、“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队伍，举
办“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全国巡
展等活动，不断讲好遵义故事，将“红
色种子”播撒到更多地方。

娄山关脚下，娄山关红军小学将
“独腿将军”钟赤兵的传奇故事写进学
校的红色课本，搬到德育陈列馆。“在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我最喜
欢讲一条腿走完长征路的钟赤兵爷爷
的故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要
学习他坚毅的精神。”娄山关红军小学
学生、小宣讲员马兴蕾说。

红色故事传承不变初心

【红色历史·“红军菩萨”】
“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

粮；又分钱来又分米，‘干人’有了救命
王。”红军在遵义每到一地，都要打开地
主、富户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

在遵义，“红军菩萨”的故事流传
至今。为百姓治病解难的红军卫生员
龙思泉，在寒风肆虐的冬日，焐热了穷
苦人们冰冷的额头，却被敌人残忍杀
害，乡亲们含着眼泪将他安葬。岁月
沧桑，这座位于红军山烈士陵园的红
军坟，如今每天仍有很多人前来祭奠。

【红色足迹·遵义花茂村】
2015年6月，习近平来到遵义花

茂村考察。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原来
叫“荒茅田”。这些年，脱贫致富成效显
著，改名为“花茂”，寓花繁叶茂之意。

在经营农家乐的村民王治强家中，
习近平进房间、看院落，同村民们围坐在
一起亲切交谈。习近平指出，党中央的
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
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
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治强记忆犹
新：“总书记进来看我的房子，说建得不
错，问我生意好不好，让我要带领乡亲们
发展。”

【千年贫困今朝解】
由于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产业发展

受限，革命老区遵义长期受到贫困的羁
绊。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号角
在黔北大地吹响。2020年3月，遵义在
贵州率先实现整体脱贫，累计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151.38万人。据统计，近5年
来，遵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3%和9.7%。

王治强说，这几年，来花茂村的游客
越来越多，今年春节以来，光是他的“红
色之家”农家乐，一个下午就接待30桌
客人，太忙的时候，他会雇村里人来帮
忙。“过上现在的好生活，大家天天都乐
呵呵。”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做大做强遵

义都市圈，形成核心增长极，奋力建设红
色传承引领地、绿色发展示范区、美丽幸
福新遵义。”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

以“转折之志”谱写发展新篇章

【红色历史·强渡乌江】
乌江，贵州人的“母亲河”，也是一条

“英雄河”。悲壮的湘江战役后，红军进
入贵州，来到乌江岸边。1935年 1月
初，中央红军在贵州江界河、茶山关和回
龙场等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砍竹
子、扎竹筏、搭浮桥，突破乌江天险，挺进
遵义城，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赢得了时
间、空间，奠定了基础。

【红色足迹·乌江岸边】
2021年2月，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调研。乌
蒙深处，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陷入了
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
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的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
了党的旗帜上。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
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
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迹，取得
了多少丰功伟绩，不容易啊！我们要始
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继续努力，继续
前进。”总书记深情地说。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遵义市余庆县花山苗族乡回龙村与

乌江相依相偎，站在村口的半山腰上，便
可远眺蜿蜒的乌江水。偏远闭塞的回龙
村过去是贫困村，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
农民纷纷跑到省外打工谋生。“这几年，
村民组都通了水泥路，回龙村大力发展
白茶种植，家家有茶园，绿水青山变成了
金山银山。”花山乡纪委书记杨黔龙说。

乌江两岸独特的土壤环境和自然生
态，造就了余庆茶“干净”的品质。目前，
余庆已建成20多万亩高品质“干净茶”
生产基地，茶叶远销海内外。2020年，
全县茶叶产量6637吨，产值5.78亿元，
惠及约四分之一人口。

走进位于新蒲新区“中国辣椒城”的遵
义德庄食品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
机械手装箱、码垛机器人引人注目，自动流
水线上，各种辣椒制品一箱箱投放进库房。
“遵义是重庆德庄公司对外发展的

第一个精深加工基地。”遵义德庄公司总
经理岳钦松说，2020年8月公司正式投
产，今年将实现产值2亿元，“我们有信
心在遵义构建起农、产、销相互联通的完
整产业链，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遵义会议精神时刻引领并激励着

我们，以饱满斗志和必胜决心，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魏树旺说。

新华社记者王丽李惊亚
新华社贵阳5月20日电

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本报讯（记者韩雯）5月19日，市法
学会、市司法局、团市委联合召开天津市
“2021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
行”启动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赵飞出
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基层行活动的头等
大事，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阐
释，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向面
上拓展、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的宪法
意识。深入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活动，让民法典真正融入百姓生
活。学习宣传党内法规，结合庆祝建党

100周年，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党内法规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会议要求，要围绕工作大局，加强组
织实施，扎实推进基层行活动走深走实。
要落实普法宣传意识形态责任制，牢牢掌
握法学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导
权。要大力宣传民生领域法律法规，开
展好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要创新活动
载体和形式，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不
断增强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
建立共同参与、广泛合作、群策群力的工
作机制，推广法学会法律服务站等经验
做法，使普法队伍服务在基层，活跃在群
众身边。要严格遵守有关疫情防控要求，
做好安全防护，力戒形式主义。

本报讯（记者张清）昨日，副市长王旭会见来津参加活动的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代表团主要成员，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津港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进行了务实沟通。

2021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启动

市领导会见香港商会代表团

曹景芝同志逝世

本报讯原天津市宁河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离休干部曹景芝同志（正局级），
因病于2021年5月15日13时18分逝世，
终年93岁。曹景芝同志遗体已于5月17日
在宁河区殡仪馆火化。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截至2021年5月20日，我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865件。其
中：滨海新区2285件、和平区379件、河
东区767件、河西区728件、南开区851
件、河北区592件、红桥区317件、东丽
区 652件、西青区 779件、津南区 841
件、北辰区924件、武清区779件、宝坻
区 855件、宁河区 583件、静海区 840
件、蓟州区641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
市水务局5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
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

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
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5月19日18时至5月20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5月19日18时至5月20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
男性 82例，女性 65例；治愈出院 144
例，病亡3例。

5月19日18时至5月20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42例
（中国籍216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
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

拉籍2例、波兰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
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
立陶宛籍1例、日本籍1例），治愈出院
235例，在院7例（均为普通型）。

5月19日18时至5月20日18时，我市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217例（境外输入212例），
尚在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
除医学观察174例、转为确诊病例29例。

第206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
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5月2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2818人，
尚有29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据天津海关统
计，今年1至4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2513亿元，同比增长16.7%，比2019年同
期增长7.2%。其中，出口1096.2亿元，增
长31.3%；进口1416.8亿元，增长7.5%。

海关统计分析显示，我市外贸延续
了一季度稳中向好态势，前4个月的月度
同比增幅均达到两位数。4月当月，进出
口同比增长14.9%，环比增长2.8%。与
此同时，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1至4
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1544.2亿元，增

长 28.3%，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61.4%，拉动外贸增长15.8个百分点。民
营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1至4月进出口
大幅增长29.8%，占比36.7%，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

此外，前4个月，我市对欧盟、东盟、
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
出口均保持增长，同期，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合计增长12.3%，对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家和地区进出
口增长13%。

本报讯（记者姜凝）5月20日，南开
大学-悟空投资熵控网络联合实验室揭
牌成立，联合实验室将围绕“人工智能+金
融”开展熵控网络前沿理论和应用探索研
究，为该领域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据介绍，联合实验室将在熵控网络、
经济控制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
等相关方面开展前沿理论研究和探索，

促进最新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服务社会，
助推南开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发展。围绕
“人工智能+金融”，联合实验室当前聚焦
研究具有刻画和理解当前复杂的经济金
融活动的熵控网络理论，及其在市场理
解、风险管理、投资策略制定等方面的应
用，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形
成一批熵控网络方面的前沿理论、技术。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2021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
行。我市36所中高职院校的188名选
手将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90
个比赛项目。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由教育部等35部门联合举办，大赛
对接产业需求、反映国家职业教育教学
水平，突出院校办赛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大赛对职业教育的“树旗、导航、定标、催

化”作用，共推出102个赛项，全国参赛队
伍约3264支、参赛选手7600余人。天津
交通职业学院和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分别
承办今年大赛的智慧物流方案设计与实
施和金属冶炼与设备维修两项比赛。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主题为“技
能：让生活更美好”。活动周期间，我市
将围绕立德树人、产教融合、国际合作、
职教帮扶、职普融通等开展10项重点活
动，充分展示新时代我市职业教育发展
改革的重要成果。

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

我市188名选手参加90个比赛项目

我市前4个月外贸进出口增长16.7%

南开大学-悟空投资熵控网络联合实验室成立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实
际困难，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和
平区人民政府繁华地区综合管理
办公室等单位联合举办市卫生健
康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暨“天津市人民满意的
好医生”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务
义诊咨询活动。

本报记者王倩摄

走基层
送健康

（上接第1版）致力问效于民，推动建
立健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责倒查
机制。建立健全持续推进的组织领
导机制。参照原有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组成和分工，中央成
立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保留相
应领导和办事机构，把扫黑除恶斗争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推进，加

强综合保障，强化专业队伍，加强正面
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运用法律与黑恶势
力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
《意见》强调，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是扫黑除恶斗争第一责任人，要亲自
研究部署，勇于担当、敢于碰硬，旗帜鲜
明支持扫黑除恶斗争，为政法机关依法
办案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职、深挖彻查
“保护伞”排除阻力、提供有力支持。各

级政法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是扫黑除恶斗
争直接责任人，上级政法机关要加强对
下一级扫黑除恶斗争的督导检查，强化
指导协调和支持帮助，确保各项工作方
向正确、落到实处。各行业各领域监管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本行业本领域治理
的第一责任人，对行业领域治理要全程
领导、全面把关，推动完善落实行业领域
相关规章制度，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
底、绝不姑息，严肃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
任，坚决防止行业领域乱象演化成涉黑
涉恶问题。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

本报讯（记者王睿）昨日，滨海新
区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围绕“十四五”期间滨海
新区和中国中车集团发展规划，深化
央地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根据协议，中国中车集团将助力滨
海新区总体交通规划完善升级，提供立
体、门到门、多制式、无缝衔接的综合交
通解决方案，并在规划、设计、投融资、建
设、运营和维保检修等全产业链开展深

度合作。依托综合交通解决方案，中国
中车集团将为滨海新区提供智慧城轨、
机电系统集成和智能运维技术，研究轨
道交通线网整体运营方案，探索统一、高
效、经济的运营模式；同时，滨海新区支
持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的示范应
用。基于产业基础和资源配套能力，中
国中车集团还将与滨海新区在新能源商
用车、风电装备、光伏发电、智能化数字
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将相关产业落地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央地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睿）昨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会见中国中车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孙永才一行。双方就深化全产业链合作、推动优质项目
布局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领导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