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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南青

南开区2021年
20项民心工程之一
的天拖一期中央公园
日前对外开放。公园
占地面积约 1.75 万
平方米，实现慢跑环、
综合活动区、漫步交
流区、运动区的“一环
三区”规划布局，是天
拖配套建设的社区体
育公园。

记者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刘雪萍）日
前，南开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召开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
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习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区委副
书记、区长孙剑楠，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玉恒，区政协主席李伟成，区委副书
记张勇勤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振奋人
心，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意义、深邃
深远的历史意义、纵横磅礴的世界意

义，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
政治宣言。要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核心内容，以扎实举措和工作成效，
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一要着力加强政治建设，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
大者”，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南开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二要坚守人民立场，以习近平总书记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为
榜样，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和“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
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以赤子深情展现对群众的
“大亲”“大敬”“大爱”“大孝”。

三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九
个必须”重要要求，继承发扬伟大建
党精神，提高斗争能力、提升事功本
领，知重负重、担难担险、拼搏竞进，
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必胜信念，以
实打实、硬碰硬的有力举措，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再立新功，努力为天津
“制造业立市”和“一基地三区”建设

作出南开贡献。
四要迅速在全区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
潮，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南开扎实实践结合起
来，同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结合起来，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
起来，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
来，同当前全区各项重点工作结合
起来，精心组织开展专题研讨，全力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企
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
网站，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学
习成果转化为奋斗“十四五”开局之年、
加快“创新南开”建设的强大动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刘雪萍）日前，南开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区委书记杨兵作
题为《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绘就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崭新篇章》的党课报
告。杨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砥砺前行、接续
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
绩。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长谢华生、副组
长祈磊和指导组成员出席。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主
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区政协主席李伟成，区委
副书记张勇勤出席。

杨兵强调，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
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
未来的一百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
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深刻启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我们要从党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中，汲取思
想、汲取智慧、汲取力量，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展现
南开作为。
杨兵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

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工作的金钥匙，坚持
培元固本、守正创新，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南开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杨兵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要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的新内涵、新诉求，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强化公仆意
识和为民情怀，听民声、察民情、访民意，真心实意地解决
好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难点，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用实际行动、实际效果让群众获得实
实在在的实惠。

杨兵强调，要坚持从百年来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成就中不断凝聚智慧和力量，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
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努
力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要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创新南开”建设，全面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打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要驰而不息强化作风建设，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努
力练就过硬事功本领，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持续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
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全体区级领导；区委各部委、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区人大、区政协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区属国有企事业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驻区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加。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日前，南开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传
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区和乡
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
及市委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工作推动
会议精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警钟
长鸣》。市委督查二组副组长姚志鹏和
督查二组成员出席。区委书记杨兵出
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区政协主席
李伟成，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出席。

研讨会上，各位常委同志围绕学习
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先后发言，交流讨
论心得体会。

杨兵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换届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区上
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严肃换届
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党中央和
市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部署要求，以
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倾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层层压紧压
实各单位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一把
手”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

责”，强化对换届纪律的教育引导，把严
肃换届纪律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的重要内容，坚持教育在先、警
示在先、预防在先，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切实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
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保持严
的主基调，坚持举一反三，聚焦关键人
员和重点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纠偏纠错，努力把
风险隐患扼杀在萌芽。对违反换届纪
律的人和事，坚持“零容忍”，出重拳、下
重手，露头就打、有举必查、查必从严，
全面传导严的纪律、严的要求、严的责
任，切实防范和整治不正之风，确保换
届风清气正。

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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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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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殷切希望。全区广大青年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将个人奋斗汇入复兴
伟业，在激扬青春的进程中书写无
愧于时代的华丽篇章。

在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
先队员的集体献词，表达年轻一代
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祝福。“奋斗
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年轻人的誓言掷地
有声，这是百年大党的血脉赓续、
这是壮丽事业的薪火相传、这是复
兴路上的青春希望、这是新时代共
青团、少先队的无上荣光。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就要用
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要紧扣
全区中心工作，在高标准建设“创
新南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核心区中发扬“党有号
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在全区
工作大局中找准自身工作的切入
点和结合点，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支
持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积
极为广大团员青年实现梦想提供
服务，切实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走
进青年，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
所急，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普遍性利
益诉求，努力为广大青少年成长成
才创造良好环境。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就要用理

想信念教育感召青年。理想信念是
比一般价值观念更高的价值观念，
具有超越现实的特性，是人们价值
观念的集中体现。崇高的理想和科
学的信念，是促进广大团员青年奋
发向上，开拓进取的动力。要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突出仪式教育的感
召作用，要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各级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开展入团
入队等仪式教育活动。通过微团
课、入团宣誓、团旗下的演讲等形
式，让青少年在庄严的仪式中接受
理想信念熏陶，引导青少年重温革
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就要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浸润青
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
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承载着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
社会评价的价值标准。要在全区
广大青年中生动阐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以“青年之
家”为载体，积极打造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要阵
地，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坚定前进
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
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以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姿态和骄人的成绩，谱写
一首首青春之歌、奋进之歌，
让 青 春 在
为 祖 国 、
为 民 族 、
为 人 民 的
不 懈 奋 斗
中 绽 放 绚
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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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倾力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

本报讯（综合记者通讯员报道）连
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
开区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
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矢志不渝牢记初心使命，汇聚起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令人
欢欣鼓舞，催人奋进。”天津市第二十五
中学教师李智钢表示，“作为南开区优
秀共产党员，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感受到了在我们党领导下我国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方面面的
飞速发展。同时，我深感自身肩负的
使命与责任。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到立德树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具
体行动当中，牢记使命担当，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负时代，不负党
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会立足本岗扎根教育教学一线，发挥
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南开区优秀共产党员、广开街凯兴
公寓社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表
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受激励和鼓舞。百年岁月峥嵘，
百年成就辉煌，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
好梦想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
前迈出一大步。一百年来，我们党初心
不改、使命在肩，领导亿万人民在新时
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光荣。作为一名
基层党务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继续扎扎实
实做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
极入户走访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了解群
众所想所需，努力解决社区居民急难愁
盼问题，把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作
为最高准则，做好居民的‘贴心人’；努

力做好社区的党建工作，听党话、跟党
走，不负群众的信任，不负党的重托，继
续书写红色篇章，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社区工作
指明了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力量！”
南开区王顶堤街美云里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高雯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后激动地说。她说，全程观
看建党百年庆祝大会直播，十分感动、感
慨、感恩。回首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历
经沧桑、历经磨难、历经牺牲，仍百折不
挠、初心不改。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
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将带着这份自
信和笃定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做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忠诚信奉者、坚定践行者，时
刻牢记党员身份，不负韶华，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担负起时代职责，
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工作岗位，将自己

的蓬勃干劲服务于社区居民，为党的事
业增光添彩、为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为人民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向人民、向历
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作为一名有着60
年党龄的老党员，有幸作为见证者、参
与者、受益者，深受鼓舞，倍感自豪。”南
开区体育中心街宁发阳光公寓社区居
民、今年83岁的老党员陆树桐激动地
说。他表示，千年夙愿，百年奋斗，今朝
梦圆。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
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光荣！如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迈进第二个百年征程的道路上，我们
要矢志不渝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牢
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7月 1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隆重举行，神州大地激
情澎湃。在收听收看了
大会盛况后，南开区教育
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主题升旗仪
式在中营小学举行，教师
和中小学生们分别在党
旗、团旗、队旗下庄严宣
誓。大家纷纷表示：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图为少
年儿童在活动现场快乐
奔跑。

记者王英浩 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南开区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牢记初心使命 作出新的贡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