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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
■本报记者王睿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早在1996年，天津就与甘肃开启了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征程。25年来，津甘
齐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时针回拨到2019年，天津市对口支

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组建成
立（简称援甘前指临时党委），发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
誓言，坚决扛起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涉藏州县的政治责任，为甘肃脱贫
攻坚倾注“海河情”。
“我们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工作部署到哪里，党建就
延伸到哪里。”援甘前指临时党委书记、
总指挥袁新河说，临时党委成立后，他们
用2个月走遍了7市州34县，在市州设
立党支部、在受援县设立党小组，把帮扶
干部、医疗人员、教师、科技特派员、企业
家等 2000多人凝聚在一起，形成“党
建+扶贫”模式，将分散在20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的援甘干部拧成一股绳，战斗
力大幅提升。

在扶贫“战场”上，援甘干部是联络
员、信息员，也是服务员，他们经受着语
言关、饮食关、高原反应关、生活关的多
重考验，却毫无怨言，反而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实施“一县一策”“一村一策”精准帮
扶、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认亲、创新应
急帮扶机制……

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从河西走
廊到六盘山区，总有他们的身影：在革命
老区环县挂职的刘杰，走遍辖区20个乡
镇、251个村，走访困难群众1200余户，
对县情如数家珍；在舟曲县挂职的王昕
两次申请援派延期，促成远程医疗和教
育“传帮带”……

功夫不负有心人。“津企陇上行”创出
“津甘扶贫协作新品牌”，陇货出山畅销全
国；“组团式”“院包科”医疗帮扶为当地留
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津门杏林享誉甘
南；“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形成气候，
新型经营主体挑起大梁。2019年以来，
援甘前指临时党委助推扶贫项目1746
个，34个贫困县全部如期脱贫摘帽。

跨越千里山海情，明月何曾是两乡。
袁新河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弘扬脱

贫攻坚精神，持续深化津甘协作，助推乡
村振兴，让脱贫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让
党旗在陇原大地高高飘扬！

堡垒筑一线党旗映初心
——记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

本报讯（记者韩雯）6月30日，市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扩大）会议召开，就扎实推进中央第二
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提出明确要
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赵飞出席
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

度，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一是秉持
“抓好整改是尽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改
不力是渎职”理念，压实主体责任、直接责
任、指导责任和各单位第一责任人责任，
推进反馈意见整改。二是加快线索办结，
组织专案攻坚，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线索，
查案查事查人，全面起底、清查彻查。三

是全面肃清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
人”，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强
化执法司法权力制约监督。四是抓好总
结提升，实现边治边建；加强统筹谋划，实
现制度衔接配套；注重实效导向，强化制
度刚性执行。五是深入开展“万兴三问”
活动，深化端正执法司法理念大讨论，持
续开门搞整顿，推出更多务实的便民惠民
利民工作举措。六是把握检验标准，紧盯
任务目标，严守步骤程序，切实巩固深化
我市第一批教育整顿成果。七是把教育
整顿与党史学习教育和推进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相结合，全面做好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筑
牢首都政治“护城河”。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扩大）会议召开

旗帜鲜明讲政治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

■本报记者廖晨霞

昨天上午，在海河游船古文化街码头，装
扮一新的红色主题教育画舫划开平静的河
面，缓缓驶离码头，开启首班航程。

画舫平稳地行驶在海河航道上。船身两
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两行大字
鲜艳夺目；船头上，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
“1921—2021”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船舱里，“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展陈有
序，屏幕上正在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盛况。

这是一个流动在海河上、穿行在历史与
现实交错中的特殊航程。来自津旅海河游船
公司的党员代表齐聚一堂，收看庆典盛况、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参观红色记忆
展览、新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颁发政治生日珍
藏册……开展一场特殊而有意义的党日活动。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告“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时，全场热烈鼓掌；当听
到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
人民万岁！”时，大家激动地起立，舞动旗帜，掌
声久久不息……新老党员们用一句句真挚的
留言献上对党的生日最美好的祝福。

今年57岁的崔德祥有着36年党龄，他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我要在平凡工作中不断努力，把三十多年的技
术技能、管理经验传递给年轻人，把党的优良
传统传承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

予青年。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自觉做新时代的优秀青年。”今年5月刚
刚入党的年轻党员史艳姗，是“海河上的天津红
色记忆展”的金牌讲解员，她说，“红色记忆展的
讲解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
今后的讲解中，我要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其中，
讲好党的百年历史和天津的红色故事。”

津旅海河游船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陶永健
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在百年党史中，天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特别是沿海河两岸有许多革命历史见证地。我
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继续挖掘红色资源蕴涵的红色基因，把水陆
红色资源融会贯通，把分散的红色地标串联成
红色线路，办好‘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让
流动的展厅既‘活’起来又‘火’起来。”

■本报记者王音

昨天上午，在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盛况后，北辰
区果园新村街道的社区党员们难掩激动的
心情，来到杨连第公园前广场，重温入党誓
词，与社区群众一起高唱红色歌曲，展示红
色主题艺术创作，用多种形式抒发爱党情
怀，礼赞美好生活。
在音乐伴奏下，广场上社区党员群众

热情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
昂的旋律响彻公园，大家用歌声和欢笑庆
祝党的生日。

“55年前的今天，我和老伴儿一起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再次站在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心情无比激动。共同的
理想信念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虽然
已经退休，但为人民服务的心依然炙热。”
78岁的老党员高玉荣难掩兴奋，她和老伴
儿胸前佩戴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映
照着初心如磐。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庆祝建党百年艺

术作品展。红色主题的剪纸、书画、手工艺
品等集中亮相，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欣
赏。这些作品均出自社区居民之手，大家
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党的美好祝福。

■本报记者苏晓梅

7月1日早8:00整，新晋天津市模范
集体、天津市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限公司
宝坻中心车队党支部全体16名党员齐聚
车队会议室，聚精会神观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庄严的国歌响起时，大家郑重地起立同
唱。当看到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
献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场面时，职工
们难掩激动，引起共鸣，齐声承诺。而听到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时，大家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自豪地鼓起掌来。
观看直播过程中，党员们不时记录学

习笔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感悟，将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全体中国共产党
员的号召写在笔尖、记在心中。
宝坻中心车队党支部书记高伟说：“作

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誓将爱党爱国之
情融入本职工作，带领同志们顽强拼搏、砥
砺奋进、创优服务，不负人民。”

党
的
盛
典
人
民
的
节
日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抒发爱党情怀礼赞美好生活

（上接第5版）

难以忘记这一谆谆嘱托：未来属
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全市79
万团员青年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媒
体平台等多途径收听收看现场直播，
连呼四遍的八字誓词燃烧起所有团
员青春的火焰。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
力量。”团市委
书记李龙说，接
过历史的接力
棒，我们一定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引领全
市广大团员青年
传承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不负殷
切期望。
“ 习 近 平

总书记将希望
寄予青年，让我
热泪盈眶、激动
万分。”农村专
职党务工作者、
蓟州区官庄镇
肘各庄村党支

部书记陈信羽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
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如今，我
们这一代青年人生逢其时，站在历史的交
汇点，将一如既往地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
人民事业，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挥洒青春与汗水。”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
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
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
辉煌。全市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在新的伟
大征程上，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
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够实现！

不负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

海河画舫观庆典

（上接第5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孙德岭同样深受鼓舞：“习近平
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推进科技自
强自立，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深
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立足本
岗，研制出更多更好的蔬菜优良品种，
解决农业种业‘卡脖子’难题，为乡村
振兴立新功！”
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为民情怀——
“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人

民，他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让每个孩子享
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就是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党总支副书
记、校长褚新红说：“作为一名基础
教育工作者，我会牢记嘱托，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坚定
理想信念，为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

作为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代
表，接受党赋予的沉甸甸的荣誉，南
开大学化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守民在
喜悦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同时也是南开大学化学学

科创建 100 周年。”他说，学院党委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
时的谆谆嘱托，珍惜荣誉，对标争
先，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振奋精神，苦
干实干，在新时代作出南开化学人新
的历史贡献！
这是基层“带头人”的拳拳深情——
“气势恢宏的场面，激动人心的重

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河东区二号桥街道
陶然庭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丽说，今后，将时刻践行初心，不辱
使命，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创新，顽强拼

搏，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
众之所难，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

宁河区廉庄镇西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李广丞同样心绪激荡，难以
平静。“作为一名青年党员，选择农村，扎根
基层，投身于乡村振兴，我无怨无悔。”他
说：“总书记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
青年’，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践行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自觉担负起推动农
村基层发展的责任，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
……
党的百年华诞，他们，让党徽更加

闪耀！

他们，让党徽更加闪耀！

天津师范大学师生集体收看庆祝大会。
本报记者谷岳摄

▲昨天，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中新天津生态城碧桂园小学项目建设者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王会芳摄

昨天，中海油服职工通过手机在线观
看庆祝大会。 通讯员郭海量摄

河东区大王庄街道荣泰公寓社区居民
收看庆祝大会。 本报记者吴迪摄

市民在金街劝业场户外大屏前挥舞红
旗观看庆典直播。 本报记者吴迪摄

昨天，海河游船公司的新党员在古文化
街码头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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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荣光名家谈”系列讲座第八场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平）“报告阐释解

读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内涵。”日
前，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宣传文化重点项目“百年荣光名家谈”
系列讲座第八场报告会在天津社会科学
院举行。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李朝阳应邀作题为《从党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中获得智慧和
力量》的报告。
李朝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如何找到的、鞋子合脚不合脚自己穿

了才知道、投身伟大事业等方面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
性和创新性，全方位、立体式地解析了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
性和必然性，以及从中获取的伟大智慧
与力量。

报告会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报告思想深邃、视角广阔、
见解独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
奋斗历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让我
们读懂了我们党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
“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