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门凭阑

责编 阙天韬李婷刘国栋白天 多云转阴 东风4-5级阵风6-7级 降水概率40% 夜间 阴 东风3-4级到东北风2-3级 降水概率40% 温度 最高27℃ 最低18℃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341号

2021年6月 日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四月廿七7
今日12版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对共产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
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
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
掷地有声、坚定豪迈，深刻揭示了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
的内在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道
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
在目，许多呐喊和高歌犹在耳旁。走过
风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
用胜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
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
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

19世纪 40年代，古老的中国被列强
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命运从
此进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几乎
是同样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
未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
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进步事
业的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

人宰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
神州”。谭嗣同的这句诗，字字血泪、字
字彷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
动、辛亥革命……中国人在黑暗中苦苦
摸索救亡图存之路；改良主义、自由主
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
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被
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方
案都试过了，却又屡屡化为泡影。一条
条道路都探寻了，却撞得头破血流。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水深火热，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义
文明看似美好的幻象。无数仁人志士
一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国的出
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
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历史之诺！封建
社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进行彻
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布新。帝国主义
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几万
万劳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宣示：“十八世
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
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
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
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
键。”年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

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
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20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岁的陈望道在老家浙江义乌分
水塘的柴房里，废寝忘食两个月，第一次完整译出了《共产党
宣言》，首印1000册即刻售罄，到1926年重印再版达17次之多。
先进的、不屈的中国人经过反复比较、反复推求，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渝的志向。

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
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念、嘱托和梦想，在
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以
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就有了
方向！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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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周志强）日前，市委书记李鸿忠
不打招呼、轻车简从，专程来到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调研
检查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党史学习、思政教育等情况，并
走进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亲切深入交流谈心。

初夏的天大校园，树木葱郁，生机勃发。李鸿忠来到
32斋公寓，实地察看学生起居环境，仔细了解室内通风
消毒、公用电器安全管理、防电信诈骗宣传等情况。他随机
走进法学院学生宿舍，房间布置整洁有序，学习氛围浓厚。
李鸿忠与正在自习的四名学生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详细
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倾听同学们开展党史学习、参加思政课
教育的心得体会，深入了解青年学生的所思所想所盼。
校领导上党课、党史知识竞赛、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传承

弘扬张太雷革命精神……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向李鸿忠介绍
了学校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情况。“学习重温百年党史
的光辉历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和启发。请问李书记，
您认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最需要从党史中汲取什么样的精神
养分？”交流中，党员娄傲兵和入党积极分子李丙兴问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

集中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百年来的价值追求，是
立党之本，是贯穿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红线。”李鸿忠
说，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在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上
夯实根基，将初心使命根植于信仰、理念和价值观层面，把人
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从党史学习中坚定信仰、筑
牢信念、汲取力量，常怀为民之心、报国之志，自觉砥砺初心使
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同学们深切地表示，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大家备受鼓舞，深感
自豪，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解和体悟。李东宇同学说，毕业后有志
于到农村当一名大学生“村官”，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李鸿忠
对此表示赞许。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为人类减
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当前，我们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努力促
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希望更
多的青年大学生把学习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自身知识、
文化、视野等方面优势，扑下身子，脚踏实地，扎根农村基层，
在火热实践中施展才华。

交流中，哈萨克族大学生唐努尔·拜山同学介绍，自己
2018年作为大学生应征入伍，去年刚从部队回到校园，通过
两年军旅生涯，身体素质、意志品质、思想作风都得到了提升。
李鸿忠欣慰地说，部队大熔炉的经历是人生一笔非常宝贵的财
富，大学生参军入伍，既是对个人能力素质的锤炼，也为各界青
年树立了榜样。希望你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把部队过硬的作
风保持好，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同学们仍意犹未尽。大家表
示，一定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刻苦钻研专业，练就
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青春。

闻讯赶来的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校长金东寒就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四史”教育等情况作了简要
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合起来，胸怀“两个大局”，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契机，充分利用天津和学校各种红色资源，面向全校师生开
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提
升思政教育效果，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以“小我”融入祖国和人民的“大我”，锻造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市领导金湘军参加。

本报讯（记者 米哲）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
主持研究我市重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有
关工作。

会议强调，深化改革、做大做强重点国有企业是我市落
实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提升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方面。市相关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不断发展壮大。当
前，我市已明确天津城投集团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城
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市国资委要加强对城投集团指导管
理，促进其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在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
实施中的作用，在整合资源、方案统筹、模式创新、存量盘活
等方面增强自身发展动力和活力。市住建委等部门要加强

统筹协调，重点在老旧房屋更新实现改善民生、统筹资源激发
城市发展活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等方面加强对
实施主体的监督把关。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
组合更新方式推动城市开发建设从粗放外延式发展转向集约
内涵式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生活品质。

会议强调，市国资委要深化落实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支持泰达控股在城市综合开发、金融、高端制造三大主
业上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泰达控股要抓紧启动
相关项目，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要做强高
端制造板块，壮大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性
跨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市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平）6月3日至4日，市政协围绕“加快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落
实”主题，组织政协常委开展视察活动，为常委知情明政、学
习交流搭建平台。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
李绍洪、尚斌义、赵仲华、张金英、齐成喜分别带队视察。
视察期间，政协常委们来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环智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大族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中源协和细胞
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听取项目介绍，察看智能化生
产车间、人工智能实验室、产品展示中心，了解企业转型升级
和产品开发应用情况等。常委们充分肯定我市先进制造业发
展取得的成就。大家表示，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市坚持制
造业立市、加快建设制造强市，企业在创新实践中实现可持续

发展，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动能，开辟了广阔前景，深
感振奋、备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盛茂林强调，加快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
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现中央对天津“一基地三区”
功能定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务实举措，是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
践，是我市“十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市委领导下，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紧扣“十四五”时期加快建设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提高企业发
展效益，培育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端
制造业企业等，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天津“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秘书长高学忠参加。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在天津职业大学，“节约用水”已经成为校园风尚。作为
“天津市节水型高校”，这所学校有哪些“节水妙招”？近日，
记者走进天津职业大学，一探究竟。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能耗监测管理平台，全校教学区、

学训区、宿舍区、生活区等34处主要用水单元的用水情况在
这个平台上一目了然。”在学校后勤处能源管理科的液晶显
示屏上，一个个绿色的数字像音符一般跳动着。“我们依托
192块智能水表，对全校各个点位的用水数据实时采集、远
程传输、指标对比，一旦发现异常用水，系统会立即‘报警’。
根据系统提供的水表信息，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目前，学
校的节水已达到精细化管理水平。”能源管理科负责人徐光
辉介绍说。

在智能化系统平台实时收集全校用水数据的基础上，
学校将渗漏探测技术与加强供水管网改造相结合，实现漏
水及时“报警”与定位，减少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并与
监管平台相互融合使用，取长补短、交叉验证，提高数据分
析能力，为节能改造、节能管理提供高效的数据支撑。

（下转第6版）

疏通堵塞的雨水井，畅通了群众雨天出门的路，也增
添了一份安全感；解决社区树木生虫问题，消除了居民生
活烦恼，也换来了在花间树下憩息的惬意……很多时候，
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其实关联着急难愁盼，只要事关群
众利益，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为群众服务，决不能“以小而不为”。看似“小事”“琐事”，

但对群众的影响究竟是大还是小，不由干部来评判，而是由
百姓的心来称量。理解透这一点，不仅考验着我们工作的能
力水平，也检验我们是不是站在群众角度看问题、想事情。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望”的是什么，要用心去

体察，才能找准焦点、对准焦距。这颗心，首先是颗平常
心，要把高高在上的架子丢掉，和群众打成一片。坐在办
公室里离群众远远的，只能看个模模糊糊。多到基层一
线走走，把“后院角落”多看看，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
层朋友，就能在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中发现实质性问
题。这颗心，还应该是颗恭敬心。把群众放在最高位置，
就能明白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深刻内涵。带着这样的心
“向群众汇报”、和群众“夜话”，才能真正走近百姓的心。

用心用力，贵在有情。“咱父母怎么用方便，咱就怎么设
计呗。”这是我市手机银行技术人员为老年群体设计App时
说的话，朴素之中既带着真挚情感，也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为群众服务，就如同为亲人办事一样。“天津楷模”林则银每
天要往自己任职的社区跑很多趟，那里有她惦记的“爷爷”
“奶奶”“大姐”“闺女”。“常敲空巢老人门，嘘寒问暖送贴心；
常串困难群众门，排忧解难送爱心……”她总结探索的“五常
五送”工作法说的都是“家常话”，背后却是敲开一扇扇门、了
解一个个所思所盼、一件一件去解决的不寻常付出。
归根结底，办实事无所谓大小，只要能办到群众心坎

里，群众就会为你点赞。这既需要我们有实心实意，也需
要把过程环节落实落细，最终体现为实际成效。
从“小事”“琐事”做起，把好事办实，让群众有看得见

摸得着的获得感；把实事办好，让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这
样才能说，我们尽到了责任、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李鸿忠到天津大学调研检查并与同学们深入交流

廖国勋主持研究城投集团和泰达控股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发挥优势聚焦主业 做大做强国有资本

知情明政增进共识 献智出力同促发展
市政协开展政协常委主题视察活动 盛茂林参加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推出“奋斗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发展历
程展”，众多党员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从“小事”“琐事”做起

天津职业大学：

打造智能化节水校园

西青篇

保持定力抓实干 扬帆搏浪启新篇
——西青区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 3版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天津市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十四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市农
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现代化率先基本实现，
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
下坚实基础。
《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市现代都市型农业功能

充分发挥，乡村产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现代都市型农业的
经济、生态、社会、服务等功能显著提升，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产业体系、经营体系更加完善，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
更加健全，农业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更加有力，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0万亩，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保持在223万吨左右。农业农村全方位绿色发展，乡村生
态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显著提升，
农业产地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农业资源保护和利用效率
显著提升，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下转第6版）

“十四五”期间我市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0万亩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223万吨

民心工程：“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不变

党员干部齐上阵 共筑安全防火墙

高新区税务智能机器人上岗

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