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守初心使命

图说 河东

日前，大王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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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中心党建引领工作。

日前，河东区全面掀起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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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热潮。

日前，河东区军休二所宣讲团成员、退休军人杨增寿来到陆军军事交通学
院，为学员们讲述了他亲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所见、所想和
所感。

日前，二号桥街道陶然庭院社区党委书记张丽回到社区，与社区老党们
一同分享了她亲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感受和内心体会，并
和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日前，河东交警支队组织开展集中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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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进一步激发广大
交警、辅警守初心、担使命的奋进动力。 赵文君 刘泽瑞摄影报道

日前，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组织社区居委会青年干部集中开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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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导大
家立足本职岗位，牢记青春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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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河东！

法治河东今日头条 法治河东微信公众号天津河东司法

河东区行政复议接待中心新址投入使用

公正高效便民为民
日前，位于河东区津塘路

52号五层的河东区行政复议接
待中心新办公地点按照行政复
议体制改革的整体要求正式投
入使用，积极打造行政争议通
过“一站式”行政复议接待中心
解决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发挥
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
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主
渠道作用。

河东区行政复议接待中心新
址按照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要求设
立了独立的行政复议接待室、阅
卷室、档案室、听证室、调解室和
审理室等功能区域，对外统一开
展行政复议来访接待、案件审理
及案后答疑等行政复议相关工
作，打造“进一个门、找一个人、跑
一趟路”的一站式化解行政争议
模式，为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
议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便
利与保障。

河东区行政复议接待中心新

址自启用以来已接待多名来访咨
询群众，共受理当事人提出的行
政复议申请3件。在接待来访群
众过程中，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工
作人员耐心听取来访群众的陈述
和诉求，认真向申请人解释行政
复议的受理条件，指导完成行政
复议申请书的填写，切实发挥行
政复议接待中心一站式化解矛盾
纠纷作用，开展调解工作1次，妥
善化解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
间矛盾争议，办公环境与接待态
度、办案质量受到来访群众的认
可与肯定。

河东区司法局将进一步依托
行政复议接待中心多措并举，以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
步拓宽行政复议受理渠道，提高
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标准，规范行
政复议工作各项制度，引导人民
群众通过行政复议渠道理性解决
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记者 赵文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内容
丰富、影像详实的各类展览，各色各类
的书籍作品和影视作品，让大家总能找
到自己适合、喜欢的方式，积极参与到
庆祝建党百年中来，通过实际行动，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汲取奋进
力量。

孟广慧是春华街道秋实园社区的
一名老党员，也是社区志愿者，社区邀
请他给广大党员开展党史教育课，孟
广慧接下邀请，精心备课，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场精彩的党史课。听党课、讲
党课、学党史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的

习惯，今年孟广慧还荣获了“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孟广慧告诉记者：“拿
到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感到无比
激动和欣慰，我觉得这是党中央对我
们几十年工作的认可和褒扬。这枚纪
念章时刻鞭策我们要牢记入党的誓
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共产党
人的本色，并以此为起点，协助社区做
好各项工作，为活跃社区精神文化生
活和维护安定和谐的社区环境继续发
挥余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
要日子里，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举
办了文艺汇演、书画展、主题参观等形
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作为这些系列活动
的参与者张阿姨非常激动，她说：“社区

的每一项庆祝建党百年的活动，我都积
极参与，虽然排练很辛苦，但是我们很
幸福也很兴奋，作为一名老党员，能够
为我们党百年华诞献礼，我觉得很骄傲
和自豪。暑假期间，我还接受了社区的
邀请，给青少年讲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一名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做好对下一代的百年党史红
色教育工作。”

富民路街道滨河庭院社区居委会
组织社区党员群众集中参观了河东区
红色记忆展厅。社区退休老党员高阿
姨向记者介绍说：“红色记忆展厅以‘追
寻红色记忆 不忘初心使命’为主题，通
过平面展示、实物展陈、场景还原、视频
播放、影像投影、VR等体验模式，我们

能够很直观和形象地看到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史，特别受感动、也特别受鼓
舞，作为一名退休的社区党员，我应该
继续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发挥余热，积极配合社区居委会做
好各项工作。”
“《1921》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

影片，它用年轻人的视角，讲述了我们
的党和国家从艰难岁月中一路走来，
告诫我们历史不能遗忘，吾辈当自
强！”带着上五年级的孩子观影的王浩
说，“观影的方式更容易让孩子们接受
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孩子在家也会
响应学校的号召，用手抄报、美术作品
的方式，来了解党史、学习党史，传承
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高向
曦）日前，区委党校党支部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 铭记入党初心 砥砺奋进新时
代”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重温
入党志愿书和入党誓词、聆听老党员的
奋斗故事来忆初心、感党恩，激励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砥砺
奋进。

区委党校党支部将每名党员的入
党志愿书复印件，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
送给与会党员，一起打开记忆之门，重
温青春岁月写下的铮铮誓言。紧接着，
区委党校全体党员一起过集体政治生

日，发放了“政治生日贺卡”，重温了入
党誓词。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全体党
员在回顾初心中感怀党恩，在重温誓言
中铭记宗旨，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与会同志纷纷表示，要坚
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永远坚守入党之
初的那份信念，不改许党之情；永远秉持
入党之初的那份坚毅，不坠报国之志；永
远保持入党之初的那份激情，不丢为民
之心，不断锤炼党性修养，用行动践行使
命，用担当诠释誓言，为推动党校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区委党校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铭记入党初心 砥砺奋进新时代

大王庄街道荣泰公寓社区开展卫生清洁义务劳动

发挥服务职能 让弃管小区居民居有所管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丰富社区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富民路街
道滨河新苑社区开展“不忘初心跟党
走 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建党100周
年文艺演出活动。

此次文艺表演形式丰富多彩，社
区民间艺术团队带来的舞蹈《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京剧《沙家浜》
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女生独唱
《军港之夜》、口琴连奏等精彩节目逐
一亮相。活动中，社区居民、书画爱
好者郭志坚为大家展示了17米的篆
刻作品《毛泽东颂》，吸引众多居民拍
照留念。

雍景湾社区举办“红心唱响新
时代 昂首阔步新征程”群众性文艺
演出。文艺演出以献礼建党百年舞
蹈《红红红》拉开序幕，京剧锣鼓演
奏《锣鼓喧天庆百年》、京胡齐奏《迎
春》、男声独唱《把一切都献给党》、
女声独唱《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演，演员
们用精彩的演出回顾党走过的光辉
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向党的百
年华诞献礼。“我们党迎来了百岁华
诞，希望通过我们优美的舞姿，祝福
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
活幸福美满。”参加文艺演出的居民
激动地说。

富民路街道多社区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

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讯（记者 彭娜）日前，二号桥街

道举办“七一”党史专题党课，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不断深化，贯彻落实党的初心
使命、加快为提高工作质量提供理论和
实际支持。
讲座中，街道党工委书记高庆九

以“践行使命学党史 凝心聚力办实
事”为题，分享了自己在党史学习过程
中的心得体会，特别是在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就如何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我们

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和方法。同
时，结合街道实际情况，高庆九同志还
从基层党员干部如何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能够更好的为社区群众服
务的角度，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做出要
求。既深入浅出，又广征博引，为现场
的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场观点深刻、内
容丰富的精神盛宴。

下一步，二号桥街道将继续结合街
道实际认真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在学党史中悟思想，持续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号桥街道举办“七一”党史专题党课

践行使命学党史 凝心聚力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七月党旗
迎风展，红歌唱响中华情。日前，河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庆祝建党100
周年汇报演出，庆祝建党百年华诞，持
续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演出由区军休二所主办，区“老
兵合唱团”倾情演绎。汇报演出在激
昂奋进的《军歌联唱》和《祖国万岁》
歌声中拉开序幕，京剧《共产党时刻
听从党召唤》《红梅赞》唱出老战士们
心中对党的一片赤诚；诗朗诵《庆祝
建党百年致敬烈士英雄》，抒发了对

英雄先模的敬仰；小合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展现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的
真挚情怀。现场气氛热烈，曲目精彩
纷呈，高潮迭起，讴歌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展现了军休老同志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军休老同志们纷纷表示，中国共
产党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作为共产党员，他们要坚
守初心使命，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相信未来人民生活会
更加幸福，国家会更加繁荣昌盛。

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汇报演出

坚守初心使命 发扬光荣传统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大王庄街
道荣泰公寓社区党委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进一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响应弃管小区居民“点单”要求，
利用休息日对空后家属院开展卫生清洁
义务劳动活动。

挽起袖子、戴上手套、拿起镰刀……
社区工作人员用扫帚、钉耙等清扫工具，
共同清理小区公共场所、绿地、绿化带内
的杂草和杂物。活动中，大家相互协作，
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经过一

下午的辛苦劳动，累计清理各类杂草10
余公斤，使空后家属院的环境更加优美
整洁。同时，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亲切
交流，了解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广泛收集了社情民意。

通过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业主群策群力的主人
翁精神，引导社区业主全程参与、有序
行使业主权力，让“弃管小区”变为“齐
管小区”，齐抓共管全面提升社区现代
化治理能力。

河东交警支队开展诚信和交通安全宣传

将安全诚信送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日前，交警河

东支队安监系统民警深入辖区北汽新能
源销售店开展诚信和交通安全宣传，进
一步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诚信意识、
文明交通意识、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

在活动中，安监民警通过实地检查
和座谈交流，督促企业提高诚信意识，加
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要求汽车销售企

业要加强车辆转运驾驶人日常安全管理
和教育，严格审核试驾人员驾驶资质，对
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严禁驾驶试驾
车辆；要规范开展购车人员新车试乘试
驾，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责
任，保证试乘试驾交通安全，对专门用于
试驾车辆；要及时办理机动车登记、申领
机动车牌证。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王
巍）日前，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联合
公安河东分局在天津站前广场，组织开
展了以“打击枪爆违法犯罪、打击跨境
赌博违法犯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和“文明养犬”为主题的集中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

与公安河东分局治安管理支队二大队
和四大队的民警，通过悬挂宣传标语、
设置展板、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品等形
式，向广大旅客和市民讲授拒绝跨境赌
博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展示
仿真枪支，详细介绍枪爆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并向市民普及文明养犬的重要性
和常识知识。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联合公安河东分局开展主题活动

打击违法犯罪 宣传文明养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