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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党性践行初心党史为鉴照亮未来
北辰海关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北辰区召开台资企业环保专题恳谈会

（上接第21版）同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要坚决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坚定“砥砺奋
进新征程”的责任担当，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结合北辰实际，牢牢扭住实体经济这个
“牛鼻子”，着力调结构、转方式、换动能，
在借重、用好首都资源上下功夫，力争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徐晖强调，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和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号召，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体现在
推动北辰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发
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直面前进
路上风险挑战，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
路，当好新时代的奋斗者和答卷人，为
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贡献力量。

（上接第21版）
五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层层压实

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推动各专项组、各成员单位严
格落实年度专项工作方案。要加强乡村
建设、基层治理等方面交流合作，推广北

辰区好经验、好模式，助力结对地区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村。要强化帮扶资金监督
管理，发挥帮扶资金最大效应。

会议审议了北辰区东西部协作和
支援合作相关文件、各专项工作组
2021年工作方案。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交流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于凡）日前，区台办
在天津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召开台
资企业第三季度环保专题恳谈会。区
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陈永义，区台
办、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陈永义说，台资企业多年来深耕北
辰，为北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各相关部门要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做好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工作，为台
胞台企解难题、办实事。台资企业也要
依法做好环保工作，把生态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发展准则，严格遵
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
实现企业健康良好运营和更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 于凡）日前，东丽
区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王玉凤
带领东丽区台办和台胞、台商一行到
北辰区走访参观，交流对台工作经验
思路。北辰区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
部长陈永义陪同。

东丽区参访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坐落
在北辰区的天津长冈机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健康体
验馆、天津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深入
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发展规模和前景。

座谈会上，陈永义对东丽区参访团

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北辰区
为台服务情况和营商环境，希望两区台
胞台商加强交流合作，互利共赢。

王玉凤对北辰区区委统战部、区
台办和企业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鼓
励与会台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相互
交流、加深了解，促进企业合作，邀请
更多台胞到天津考察投资。

两区台商就自身企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交流，大家一致表示，希望进一步互相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达成资源共享，不
断推动两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于凡）7月8日，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张懿到北辰区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作专题辅导。市委老
干部局副局长李建存，区委常委、区委
组织部部长刘向锋出席。

会上，张懿从不同角度深刻阐述
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
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
践要求，指出全市老干部工作要以学
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

丰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内涵，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紧贴老干部理论
需求和作用发挥，引导老干部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
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行动。

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大手拉
小手、共筑中国梦”暨北辰区老干部携
手少年儿童书画、摄影、船模和集邮展
以及北辰区党群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 曹翰）7月8日，北辰
区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部
署推动会，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周红蕾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全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研究部署下半
年重点工作。周红蕾说，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更是便民
利民的民心工程。各部门各单位要
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突出重点，狠
抓关键，齐抓共管、务求实效，推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上新
台阶。

会上，部分职能单位、学校和社区
代表进行经验交流。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7月8日，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旭东，副区长
张柄柱分别来到大张庄镇、青光镇，讲
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王旭东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
大精神，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为题，
围绕“不忘来时路、奋斗再出发、常怀
廉洁心”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学习党
史的心得体会。他说，作为新时代的
党员干部，要守初心、担使命、走好当
代人的长征路。要从我党百折不挠的
长征精神、“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和
守正创新的探索精神中汲取再出发的
动力，从“红色基因”中赓续奋斗的精
气神，从“红色传统”中提升自我革命
的勇气，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坚定
必胜信念、提升斗争本领，以党史伟大

魅力启迪我们在坚定信念、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中砥砺
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开好局、起好步。

张柄柱以“学党史培育信仰、品党
史铸就担当”为题，围绕“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四个主
题与党员干部交流党史学习心得，鼓
励广大党员干部将党史学习所带来的
精神力量投入到北辰区高质量发展的
行动上。他说，党员干部要注重能力
提升，练就能担当的过硬本领，以学促
干、善作善成、敢当重任，把追求卓越
作为工作目标，让争创一流成为工作
习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砥砺
品格，提振克难攻坚、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以担当铸就忠诚，以实干践行使
命，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曹翰）7月9日，北辰
区举行2021年子牙河防汛抢险应急救
援综合演练。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梁宝双，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
旭东，区武装部部长李贵存出席。

随着演习指挥长一声令下，各参演
防汛队伍立刻行动，进行了无人机与地

面人员联合勘察、抗洪子堤构筑、水陆两
栖车救援、翻舟自救等16个科目的演
习。此次演习模拟在遭遇上游超标洪
水、汛情紧急情况下，区防汛办如何迅
速、高效、有序地开展防汛救援工作,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全区防汛工作组织反应
能力,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东丽区台办一行到北辰区参观访问

发挥老干部作用推动红色血脉薪火相传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部署会召开

区领导深入基层讲党课

北辰区举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淬炼党性 让党员身份更红

在全面细致落实党史学习教育规
定动作基础上，北辰海关开展“学百年
党史 建时代新功”“七个一”系列活
动，即一系列主题党课，由党委委员和
支部书记主讲，接力重温百年党史；一
系列红色电影沉浸式学习，致敬党史
大事记；一系列红色教育基地体验，铭
记峥嵘岁月；一系列经典书籍，青年党
员分享体会、感受思想伟力；一次家风
教育涵养清朗政风，利用周末组织党
员及家属代表，参观平津战役纪念馆；
一系列纪律锤炼，开展自查自纠等工
作，上好党史作风课，展现队伍良好精
神面貌；一批实事实办、红心向党守护
国门，通过集中宣讲、政策送上门，数
据分析、量身定制方案，升级服务、帮
扶“一对一”等工作机制，解决企业典
型急难困问题17个。

党建引领 让活水流到地头

北辰海关紧密结合基层组织建设
年，把红色基因逐步融入工作各个环
节，明责尽责、淬炼事功，把推动海关

改革成果在基层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分关党委班子在跟着“指
挥棒”跑上进行指标考核工作探索，
设置“绩效看板”，通过公开和对比，
促进各科绩效提升，同时抓实考核
“后半篇文章”，与评优评先等挂钩，
推动干部由催着干、推着走向争着
干、加速跑转变。“船边直提”和“监
管产装、抵港直装”工作取得新进展，
今年1至5月，每月提箱量比去年月
平均提箱量增加4.3倍；将属地纳税
人管理与综合治税深度融合，今年1
至6月实征税收总额比2020年同期
提高41.38%；主动将原本仅针对高级
认证企业开展的协调员服务模式扩
大到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企业全覆盖，
为有需求的联盟企业设置“一对一”
专属联络员，建立“早介入、早沟通、
提前预约查验时间”等工作机制。

一竿子插到底 让行动照见初心

北辰海关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重点民生项目清单7大类14
个子项，坚持把小事情放心上、大责任
扛肩上，党员亮旗示范、带头攻坚，将
“网格化”政策宣讲升级成“红网格”服

务，为企业赋能加力。结合“便民利
企”调研，抽调党员网格员组建专班，
精准辅导天津七所高科技有限公司业
务相关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政策，手把
手指导原产地产品备案申请，助力中
国制造驰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
注中小企业发展，精准帮扶天津森洋

木制销售有限公司制定以健全“自检
自控”体系为核心的升级改造方案，产
品质量实现大幅提升，国际市场竞争
力显著增强,今年上半年该企业出口
量及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81.11％和142.49％。

通讯员 王喆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茜）为进一步深
化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全力以赴帮
助受援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近日，
区科协组织肉牛养殖及果树专家赴甘
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用科技精准助力当
地农业产业发展。

区科协在积极对接正宁县科协、北
辰区赴正宁县挂职干部过程中了解到，
当地已确立“2121”产业发展规划，肉牛
养殖和果树栽培两大支柱产业急需业内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区科协邀请天津市
畜牧研究所研究员马毅和陕西省高级农
艺师杨伟，分别到五顷塬乡、西坡镇、永
和镇、宫河镇、榆林子镇为当地农户开展
专业技能培训，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教学。

在五顷塬乡龙咀子村，针对当地肉
牛繁育存在牛犊存活率低的问题，马毅
结合当地牛棚养殖环境、喂养饲料结构

等情况，向当地养殖户介绍牛初乳在提
高牛犊免疫力方面的知识，讲解牛初乳
“黄金两小时”喂养技巧。区科协还为
养殖户发放了宣传品，鼓励大家科学发
展肉牛产业，努力壮大经济实力。

在永和镇互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针对当地果树木质老化、矮化密植技
术等问题，杨伟围绕老果园提质改造、品
种更新升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当地
果农进行了授课，还探访果园与农户深
入交流，开出果树建园、施肥、修剪拉枝
等“治病处方”，并为当地果农发放了生
物菌肥、有机肥400余袋。果农们纷纷
表示，感谢北辰区科协送来了技术和农
资，今后发展果树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此次活动为正宁县农业产业发展注
入了“强心剂”，全县510位农户受益，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报讯（通讯员 卢薇帆 穆怡）鸟鸣
与树叶沙沙的演奏声、孩子们的嬉戏打
闹声、篮球场的加油欢呼声……家住佳
园北里社区的居民田阿姨脚步轻盈地走
在明珠公园的健身步道上。“在双环邨街
住了十多年了，平时运动就在家门口的
明珠公园，之前的公园确实老旧。现在
好了，重装之后公园焕然一新，不仅绿植
多了，健身器材也增加了。早起锻炼更
有劲头了。”谈及新装亮相的明珠公园，
田阿姨打开了话匣子。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安排部
署，结合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工作。区
城管委6月初启动对双环邨街明珠公园
提升改造。整体划分为“一环四空间”，
其中“一环”为健康步道环，“四空间”分
别为入口景观空间、交流休憩空间、广
场休闲空间、球类运动空间，通过环形

健康步道，串联公园各功能区。与此同
时，增加健身设施数量，满足群众体育
锻炼需求，并新增各类绿植，为居民提
供更多休息活动空间。

据了解，除明珠公园外，区城管委
还对佳园中心园及双环邨街域内裸露
地块进行综合治理，进一步提升街域整
体环境面貌，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北辰百年名人

民国贤母：徐振肃
徐振肃(1841—1919)，名肃静，字

振肃。北辰区宜兴埠人，近代天津第一
位女教育家，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温
世霖的母亲。

徐振肃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9月19日，祖籍武清梅厂。父徐茂
才为名门望族世家。徐振肃待字闺阁
时，娴经史、精女红。后嫁山东登州总
兵温长溥之子温联琇（字润斋）为妻，生
世华、世霖、世铭、世珍、世勋五男二
女。每于灯下手理针黹督诸子夜读，俨
如家塾。

光绪十一年(1885年)，徐振肃因中
法之战和议既成引为“奇耻大辱”，提出
“废科举，走实业救国之路”，遂命世霖、
世珍弃举子业，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受
新式教育，世铭入北洋机器厂，以备他日
学成致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
日甲午海战失败，她更是“慨国事之日

非，以为强国必先造就人才，而自古人才
多因有贤母方有贤子”，乃立志倡兴女
学。先行家教，教二女和子媳读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
复败，遂在宜兴埠创建“佩贞”女子学堂、
女子职业学校和幼稚园，自任三校校
长。成为天津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校
长，开天津女学现代教育之先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家迁居市
内，协助次子世霖和北仓人孙洪伊在二
道街荣家胡同创办私立普育女子学堂，
一切经费斥私产变价充之。当时，徐振
肃年已64岁，仍继续担任校长，并为天
津的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徐振肃在校内“禁止妇女缠足”，并
组织“妇女救国演说团”，每逢周日带队
到鼓楼大街西马路一带宣讲，历数政治
腐败、列强豪夺、百姓痛苦，尤以妇女受
压迫之事实感人至深。普育女学堂的

举动被官府视为大逆，直隶总督袁世凯
连下两道禁令，徐振肃不为所动，仍大
力兴学，并引进西学，鼓动民主。学堂
声名大噪，生员增至50余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学校迁
址鼓楼东沈宅东院，后又迁南门西板桥
胡同，改旧火神庙为天井式两层楼，扩
大班次，添设蒙养园。又在达摩庵胡同
开办分校和妇女补习班，设缝纫、织巾、
花边三科。十余年间培养女弟子2000
余人。1934年学堂改称普育女子初级
中学。1946年更名普育女子中学，中共
地下党员刘降文任校长，温瀛士任小学
部主任。天津解放后更名天津女三中，
迁址南门外大街。

徐振肃性勤俭，喜读书，晚年避嚣
乡居，每日为以稗史自娱。因深恶袁世
凯误国，特别爱读《新华春梦记》。她一
生教子为国效忠。子女中尤以次子世

霖成就最大，辛亥革命后曾任新疆都
督，1913年当选国会议员。

1919年7月9日，徐振肃谢世，享
年79岁，孙中山先生为她题匾“民国贤
母”，以资褒奖。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双环邨街明珠公园新装亮相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辰海关坚持深学细照悟思想，引领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为企服务办实
事，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北辰海关全体党员在登高英雄杨连弟烈士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北辰海关关员协助SMC（天津）制造
有限公司开展进出口货物预归类

北辰海关关员在采埃孚（天津）风电有
限公司进行日常监管

北辰海关关员在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装卸现场开展查验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