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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度幸福生活

远离非法集资

不忘建党初心牢记永恒使命
北辰区委党校 张亮

一百年前，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
时刻，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中国共产党
应运而生。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艰
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都不
能忘记来时的路。”新时代，在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
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
作气、继续奋斗。

一、千年文明古国遭遇屈辱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
国家。在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发
展中，中华民族长期处于领跑地
位。当罗马帝国的城邦只有数万人
的时候，我们的唐朝都城长安就已
经达到了百万人口的规模；当欧洲
还处在中世纪愚昧黑暗的历史时期
时，宋朝的经济已经占到了世界经
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当欧洲人还在
使用动物毛皮作为文字记录的载体
时，我们早已经成规模地印刷书
籍。高度的文明孕育出高度的民族
自信。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
术、技术无不诠释着大国气象，汉唐
元明的中国人无不充满自豪与自
信。所以才有陈汤“明犯强汉者,虽
远必诛”的威武与霸气，唐太宗“视
四海如一家”的胸怀与气度。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当
西方开启现代化进程时，中华民族
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落后就
要挨打。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
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序幕。中

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
约，赔偿白银13亿两，逐渐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国际地
位也一落千丈，从人人仰视的“神
族”成为了人人鄙视的“东亚病夫”，
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掉到了
历史的谷底。

面对苦难，中国人没有屈服，而
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可是，无论
是“西体中用”的洋务运动，变法维新
的戊戌运动，还是“扶清灭洋”的义和
团运动，亦或是“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的辛亥革命，由于没有找到科学
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
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志
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到了20
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积贫积弱，人
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古老的中
华民族急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灾难
深重的中国人民急需一个新的领路
人带领走向光明。

二、建党初心铸就千秋伟业

在中华民族风雨如晦的时候，中
国人民并未苦闷彷徨，他们接续奋
斗，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为进步人士带来了破解难题的曙

光。他们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社
会主义道路，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
才能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在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在陈独秀、李
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奔走
努力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是在国家最黑暗、民族最无望
的时候，需要一些人挺身而出、挑起
重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不
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守初心，才能强信念，中国共产

党的创立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
革命的道路就一帆风顺、中国革命
的成果就唾手可得。在领导新民主
义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遇到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是流血
牺牲。但是在初心和信念的鼓舞
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越发坚定，
不惧任何困难与牺牲，最终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意味着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政治自觉。新中国成立后，为
了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
社会主义。尽管遇到一些挫折和失
误，但是在初心的激励下，中国共产
党每次都能正视问题，拨转航向。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
大改变。

三、不忘初心逐梦新时代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抱着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应运而生。历经百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过上了安定、幸福的
小康生活，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越是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越需要
坚定初心信仰，保持战略定力。今
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
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
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
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只有在
任何时候铭记初心使命，筑牢理想
信念，才能在乱云飞渡中不迷失方
向、在泰山压顶下不退缩逃避、在糖
衣炮弹下不缴械投降，始终做到头
脑清醒、立场坚定。

本报讯（通讯员 袁巍 田源）连日
来，北辰区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深
入宣传，引导动员广大居民群众“应接
尽接”。

北辰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做好全民动员。线上第一时间把疫苗
接种最新资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推送
至居民并及时为居民答疑解惑；线下通
过张贴和派发宣传单页等方式广泛宣
传，向居民普及疫苗接种知识。全区机
关党员干部深入社区、走进沿街商铺，
协助做好疫苗接种宣传动员及服务保
障工作。为有效提升接种效率，北辰区
推行“临时接种”“流动接种”模式，采取
“移动预防接种车”上门送“苗”，实现
“让疫苗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家住集贤里街的88岁党员赵兰
田老人，早早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经过体温测量、血压测试等环节后，进
行疫苗接种，并在留观区观察30分钟
无异常后返回家中。“作为党员，带头
接种疫苗是我的责任，我会把自己的
接种体验告诉身边的老年朋友，呼吁
身体健康的老人都来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赵兰田表示。

为方便老年群体接种疫苗，北辰
区街道在各疫苗接种点开通绿色通

道，并采取多种手段做好现场服务保
障工作，接种现场还特别设有全科医
生咨询台，方便接种前做好血压测量
和健康咨询，彻底消除老年人对接种
疫苗的顾虑。
“疫苗接种全程都有工作人员贴

心服务，现在国家免费为大家接种疫
苗，我们要相信党，相信国家，作为一
名高龄老人，我更要带头打疫苗，给其
他老人做个榜样！”家住普东街万达
新城社区的93岁老人许桂珍在接种
完疫苗后，高兴地向上门问询的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自己身体健康，也没有
出现不良反应。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泉）近日，区教
育系统第二届校园民族文化节暨天穆小
学第十届花毽节在天穆小学举办。南仓
中学、民族中专、天穆小学师生齐聚一
堂，积极展现特色体育项目教学成果。
民族中专激昂的《鼓乐团》演出拉

开室外特色展示序幕。南仓中学新疆
舞表演、民族中专学生带来的舞蹈《大

漠之花》美轮美奂，动人的舞姿尽显民
族风情。天穆小学各年级学生进行方
阵表演，学生们踏着坚挺的步伐、喊着
嘹亮的口号，精神抖擞走过主席台。各
方阵亮点频频，有的全员身着民族服装
展现风采、有的摆出特殊阵型献礼建党
百年……与此同时，天穆小学武术队、
摔跤队、足球队队员积极展现各类体育

项目教学成果，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

活动当天，大家共同观看了天穆小
学茶艺社团、朗诵社团、京剧社团等社团
带来的表演展示，了解天穆小学创建校
园民族文化特色的经验做法。

北辰区教育系统持续强化全区青少
年民族团结教育，积极打造民族教育品

牌，取得实际成效。其中天穆小学作为
全区唯一一所少数民族小学，把民族文
化传统和地域特色紧密结合，成为北辰
区民族团结教育特色学校。下一步，北
辰区将持续强化学校教育，不断深化校
园民族文化特色建设的内涵，创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进一步引导学生传承中华
文化精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辰区举办校园民族文化节

展示民族文化特色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深入宣传 全民动员

北辰区疫苗接种加速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谭丽洁）“我们年
轻时没拍过婚纱照，那时候条件艰苦，
婚礼仪式简单，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
就完成了人生大事。今天来补拍婚纱
照，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暖心、贴心，
弥补了我们这么多年的遗憾，我和老伴
儿打心底感谢你们！”家住北仓镇的刘
大娘拉着工作人员的手感慨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天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与中国人像摄影
学会联合开展“百年辉煌·邻里守望·礼
遇最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北辰
区积极响应，广泛发动各村居、社区，组

织中老年夫妻参加拍照活动，通过圆梦
服务，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年人
的良好氛围。

连日来，北仓镇各村居和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内充满欢声笑语。不少中
老年夫妇欢聚在一起，参加“百年辉
煌·邻里守望·礼遇最美”免费拍摄婚
纱照活动。一对对历经风雨的老夫妻
满怀期待地走进化妆间，挑选婚纱、礼
服，兴奋地等待着婚纱照的拍摄。随
着清脆的快门声响起，拍下了他们人
生中第一张婚纱照，用镜头下定格未
老的爱情、如初的幸福。

情暖夕阳红最美婚纱照

案情介绍：
邓某于2013年5月份出资注册成

立深圳市某有限公司，并出任法人代
表及公司负责人，该公司在2013年6
月19日创建“东方创投”网络投资平
台，向社会公众推广P2P信贷投资模
式，投资的项目主要是房产、企业经营
借款、应收款、信用贷款等。

投资客户需要通过身份证实名认
证注册到平台，签订“四方共同借款协
议”。投资单笔最低金额为50元，最
高不超过99万元。投资回报收益根
据周期而有所差异，时间越长利息越
高，一般是投资一个月，利息3.1%；投
资二个月利息3.5%；三个月利息
4.0%，投资人在投资期满需要提前一
天申请提现，通过后第二天可以本金
利息到账，如果没有申请，自动默认续
投。截止2013年10月31日，“东方创
投”网络投资平台共吸收公众存款
1.27亿元，已兑付7000余万元，未归
还本金5000余万元。

利用网络借贷平台进行非法集资
较为新颖，邓某利用网民喜欢新鲜事
物、网络监管制度尚不健全的特点从
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具体通过
以下手段开展：

第一，高息回报，引诱投资，邓某
以月利息3%至4%的高息为诱饵，短
短四个月，共吸收公众存款1.27亿元；

第二，通过个人账户走款，规避财

务监督，公司收取投资款都是客户直
接打到邓某的私人账号，或者是打到
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再转到邓某的私人
账号，财务无法监管；

第三，虚假宣传，夸大实力，邓某
出示营业执照等证件显示，注册资金
有1000万，且东方创投的办公场所是
邓某的自有物业，邓某大肆宣传公司
业务稳定，利润惊人；

第四，虚构项目、募集资金，东方
创投最初是有真实标的的，实际操作
后发现坏账会超过6%不能按时收回，
发展到最后，邓某开始设立大量的虚
拟项目，进行集资。

风险提示：
面对高利诱惑和良莠不齐的网络

借贷平台，投资者在投资前应核实信
息，切勿盲目轻信高利率，牢记网络借
贷平台不能动用客户的资金非法吸
存，也不能直接放贷。

在投资过程前，投资者要认真查
看信息披露程度，尽量选择知名度高、
实力雄厚、成立时间较长的平台，避开
新平台和利率明显高于行业的平台，
做到摆正心态，理性分析，避免上当。

（区金融局供稿）

“东方创投”网络借贷平台非法集资案

▲天穆小学京剧社团表演戏
曲唱段。

�天穆小学武术教学成果展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