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刘
正）日前，南开区广开街道党工委组织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切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活动中，50余名街道机关和社
区党员干部先后来到天津觉悟社、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参观学习，感
受天津革命历史源头，瞻仰先辈的
光辉业绩。随着讲解员的仔细讲
解，参观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一件

件实物，听取一个个真实故事，大家
仿佛置身于那段峥嵘岁月中，切实
感受到先辈们的革命理想、革命激
情。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再次激发广大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奋斗的革命理想和
奋斗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开展。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开
街道党工委通过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

活动，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全身心投入，
努力实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得，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坚持学党史与悟
思想融会贯通、办实事与开新局同向
发力，在新时代更加坚定跟党走的信
念，更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
脉，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强
党性、改进作风、提高能力、推动工作
的实际成效。

广开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增强党性改进作风提高能力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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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志愿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日活动同时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刘雪萍 王

英浩 周泽岚）日前，南开区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志愿服务
暨“南开创文、有你有我”新时代文明
实践日活动举行，扎实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推动全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

活动中，全区机关党员干部职工、社
区民警、街道司法所干部深入社区，与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一起清理楼门“小广

告”和过期公益广告，规范张贴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单，真正让楼门“靓起来、
净起来”。大家还在小区绿化带捡拾垃
圾，擦拭宣传橱窗等公共服务设施，摆放
共享单车，社区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活动现场，各社区在小区出入口、
中心花园等人流密集场所设置宣传
点，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提供咨
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进行民法典、依
法治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进

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遵法守法学法用法
意识。同时详细讲解新冠疫苗接种知
识和预约登记流程，广泛宣传疫苗接
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大家对疫苗
接种有了更加科学的了解。
近年来，南开区始终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创建靠民”，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
途径和有效抓手，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扎根网格、血脉相

融”实践活动，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
工，深入一线，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问
题，不断提升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和创文工作的知晓率、满意度。据统
计，在此次活动中，全区4000余名党员干
部职工和社区工作者齐心参与，累计发放
各类宣传材料50000余份。

本报讯（记者 董士丞）日前，“追寻
红色记忆，传递革命薪火”南开区党史
知识竞赛举行。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
部长王雪冬出席。

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10支队伍和
10位个人在竞赛中积极竞答，角逐党史
知识“最强大脑”，在比拼中提升政治理
论水平，提高党性修养，展现南开区新
时代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
角逐，水上公园街代表队和区审计局王
叙文分获团体赛、个人赛一等奖；万兴
街、广开街代表队和水上公园街赵光
猛、水上公园街张坤分获团体赛、个人

赛二等奖；区纪委监委、兴南街代表队
和区审计局刁文靖、区司法局张宏宇分
获团体赛、个人赛三等奖。

此次党史知识竞赛是全区党员干
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
和现场展示，同时也是一次生动的政
治辅导和党性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
更加坚定自觉地为南开区高质量发展
而奋斗。

南开区党史知识竞赛举行

追寻红色记忆 传递革命薪火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荣宾 王冬生）记者从区应急管理局获
悉，南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未雨绸缪，
制定出台了《2021年防汛抗旱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各单位和部门认真秉承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安全第一、常
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抗
旱工作方针，立足防“大”、防“猛”的工
作目标，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下的水旱灾害应对工作。

根据方案安排，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除完善各级防汛抗旱责任、
完善应急指挥体系、修订防汛预案、建
立健全昼夜防汛值班制度、强化监测预
警和加强督导检查外，还将加强防汛物
资储备，启动冲锋舟、发电机、泵车、水
泵等抢险设备检修养护工作，扩大储备
物资品种、数量，优化储备布局。同时，
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增加物资储备，明确
辖区企业物资分布、数量和联系方式。
将铅丝网笼、砂石料、编织袋等防汛物
料，于汛前在重点点位周边便利地点进
行储备，不断增强物资保障能力。此
外，在完善军地协同抢险救援机制、不
断充实专业救援队伍人员和装备配备
的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
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应急平台信息资
源，科学合理调整抢险力量，确保全区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南开区未雨绸缪防汛抗旱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日前，南开

区总工会开展“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旨在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
员全区广大职工积极投身竞赛活动，以
实实在在的竞赛效果和大批模范先进
人物的涌现献礼建党百年，引导全区广
大职工奋进新时代。

竞赛分为“南开智造创品牌、创新
竞进当主角”智能科技产业创新驱动劳
动竞赛、“转型升级齐聚力、工匠精神我
传承”制造业一线职工技能技艺“五小”
劳动竞赛、“提升服务新能级、助推南开
迈高端”现代服务业职工头脑风暴创意
赛、“我为南开作贡献、争当最美建设
者”重点工程项目冲刺达标劳动竞赛和
“建党百年献真情、作风优良当标兵”公
职人员优质提速劳动竞赛5部分。坚持
“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哪里，劳动和技能
竞赛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聚焦发展

重点、难点和关键环节，引导职工与企
业组成创新共同体，培育和选树一批南
开区职工创新创业之星、创新创业团
队，助力企业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
子”技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以传统制造、智能制造等为竞赛主阵
地，广泛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
小设计、小建议“五小”活动，引导职工
从“小”做起，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以高端化、国际化为方向，以生产
性服务业为支撑，生活性服务业为依
托，推出一批职工创意金点子。在加大
城建重点项目建设等重点工程、重点项
目中厚植竞赛基因，推出一批安全优质
高效劳动竞赛精品工程，为全面提升城
区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打造生态宜居
城区作出积极贡献。开展“打造公共服
务新亮点”等为主要内容的竞赛活动，
培育和选树一批理念超前、管理得法、
服务优质的公共服务之星和星级团队。

南开区开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

连日来，南开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特色活动，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
童节。图①“童心向党·党的光辉照我
心”2021年南开区新队员入队仪式在师
大南开附小举行；图②南开区第十五幼
儿园举行“童心向党，健康成长”幼儿趣
味运动会；图③南开区中小学“童心向
党”朗诵展演在南开少年宫举行。

记者 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王
莹）结合全区正在开展的“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更好地推动体医融
合发展、加强居民身心健康，日前，天津
市健康教育协会体医融合分会正式落
户黄河医院。

据了解，运动不足成为威胁人类健
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体育锻炼成为
国际上预防防控慢性病的一项成功经
验，体医融合是解决人民健康需求的必
然要求。天津市健康教育协会以黄河
医院（天津市体育医院）为载体建设体
医融合分会，集体、医、康、险、健多方资
源，旨在畅通体育与医疗专家的沟通，

补齐临床急需的体育医学融合知识技
能人才，响应人民对健康市场的需求，
促进体育与医疗的联合工作机制。
天津市健康教育协会体医融合分会

成立后，将致力于推动发展体育运动与
医学、心理健康咨询、健康教育与健康管
理等相关政策、理论、技术创新、标准化
服务模式的研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制
定、修订相关体医融合岗位人员的业务
培训。举办围绕体医融合健康教育与健
康管理相关论坛与技术交流活动，普及
体医融合理论和专业知识。组织专业团
队利用相关科技手段，采集专业运动员
和大众各项指标数据形成大数据体系。

天津市健康教育协会体医融合分会落户黄河医院

推动融合发展 提升身心健康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日前，共青
团南开区委联合区总工会、体育局共同
举办的南开区第2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第8届青年体育节暨职工体育节开幕。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两新”组织
等单位近百名选手参加。
此次活动以“百年党史忆初心、青春

风采练事功”为主题，旨在深入推动“海河

青听”实践活动，解决青年体育需求，进一
步弘扬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激发青年干
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热情。参赛选手
们本着“快乐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
“不忘初心·光辉党史我知晓”“同舟共济·
重走长征忆初心”等比赛项目中比速度、
拼耐力，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团队
精神和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南开区第2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百年党史忆初心 青春风采练事功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子暘）按照“小手拉大手、千警进千校”
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统一部署，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南开交警支队体
育中心大队组织安监民警深入华苑小
学，联合举行校外交通辅导员聘任仪式
暨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华苑小学负责人向交警代
表颁发了“一校一警”聘书。交警作为校
外交通辅导员，将为孩子们带来更多丰
富又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校外交通辅
导员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活动，为学生
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交通安全宣传
课，积极引导同学们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影响和带动家
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此次
活动，不仅有效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也为
孩子们送上了一份节日的祝福。

南开交警宣传交通安全

提升安全意识
遵守交通法规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翟
琛圳）“大姐，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
吧！”哽咽的弟弟拥住大姐。年逾古稀
的姐姐紧紧揽住花甲之年的弟弟，捶打
着他的后背，痛哭失声……经过调解法
官的不懈努力，日前，一场遗产继承“风
波”圆满平息，曾剑拔弩张的姐弟终于
握手言和。

是什么让手足之情险些对簿公堂
呢？很简单，就是钱。去年，姐弟四人因
遗产分割的巨大分歧产生矛盾，由形同
陌路逐渐发展到水火不容。虽经法官调

解，奈何当事人双方分歧较大，此事不得
不暂时“搁浅”。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民事审
判第四庭坚持运用当事人“背对背”、法
官“面对面”等方式先后5次组织调解工
作。与此同时，4名法官利用休息时间
“兵分两路”，一方面咨询中介公司，解决
两方关于房产价值认定相差达百万元的
问题，另一方面对存款情况进行查询计
算，解决涉存款遗产范围确定的问题。
经过30余天的不懈努力，姐弟四人终于
解开心结、相拥而泣。

南开区人民法院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一个月解开四姐弟“心结”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田
晶）日前，南开区长虹街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街道宣文办、公共管
理办及黄河医院等多个共驻共建单位现
场为居民提供政策咨询、健康医疗、科技
展演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活动现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最美志愿者马芳菲为参加

活动的学生们表演了自创快板书“学
党史、颂英雄”，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
事迹。辖区科技企业为学生们展示了
小型无人机表演和机器人的运行操作
技巧。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为
群众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志
愿者们现场为群众普及各类政策，解
答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专业
问题。

南开区长虹街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学党史 见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日前，南开
区第四保育院各年龄班开展以“童心向
党、感恩成长”为主题的庆祝建党100
周年诗歌朗诵会。

活动中，小朋友们声情并茂、各有
特色，用稚嫩的声音诵出心声，为党、
为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的好妈
妈》《我的爸爸》《让爱住我家》，经典的
儿歌童谣，引导小班、托班幼儿在关爱
父母关爱家人中感恩亲情。“邱少云”
“海娃送鸡毛信”“黄继光”“抗战小英
雄”等一个个感人的红色故事让爱国
主义情感在孩子们幼小心灵深处生
根、发芽；诗歌《娃娃爱祖国》《国旗真
美丽》《安全我来守护》，表达了中班孩
子们对祖国妈妈的挚爱情怀。《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党是阳光我是花》《少年
中华》等一首首诗歌激荡人心、铿锵有
力，说出了大班幼儿对党对祖国的热
爱和崇敬之情。

南开第四保育院举行诗歌朗诵会

童心向党
感恩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 通讯员 阖
家言）南开区合作交流办党支部把准
支部特色，将“政企联动”和“党企共
建”相结合，日前，该党支部联合区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区统计局机
关党支部、中国铁建华北区域天津党
支部组织54名党员到南开中学，开展
“铭记党史、追忆先烈，践悟初心、携手

同行”主题实践活动。
党员们通过参观南开中学校史

馆、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馆等场馆，
进一步了解百年南开发展的光辉历
史和蕴藏在历史缩影中的爱国内
涵。大家还聆听了南开中学教师宋
海涛讲述的“铭记历史，弘扬抗美援
朝精神”主题历史党课，追忆在炮火
与鲜血中以生命书写理想和信仰的
革命先烈光荣事迹。

区合作交流办将“政企联动”和“党企共建”相结合

组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张
鹏军 李啸明）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日前，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机关党支部以“学党史、悟思想、忆
征程、话传承”为主题，组织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让每位党员干部牢记初心
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
践行使命担当。

据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

党支部组织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组织观看
一场红色影片、参观一个红色展览、
学深悟透一本党史书、开展一次集
中学习交流。活动中，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观看
《建党伟业》，感受革命先辈崇高的
信仰和艰辛历程；参观天津时代记

忆纪念馆，重温中国共产党建立之
初到新中国成立的峥嵘岁月；学习
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汲取党的理论知识；开展集中学习
交流，大家畅谈自己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的心得体会，汇聚奋进新征程
的磅礴力量，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
难题，让他们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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