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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和平区红色遗址掠影（十）——曾延毅旧居
曾延毅旧居位于常德道1号，

为独栋洋楼民居。
曾延毅（1892－1964），国民

党将领，爱国人士，与傅作义为保
定军官学校校友，多年在傅部下
任职。1938年回津疗伤，一直在
常德道1号居住。日伪当局多次
派人劝其为他们工作，均遭到曾
延毅严词拒绝。抗日战争胜利
后，他目睹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
婉言拒绝反动当局让其出任军职
要求。

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儿子曾
亚宁在耀华学校读书期间都积极
投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先后成为
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1945年
9 月，耀华学校地下党组织建立
后，地下党员刘子安利用教师家访
的机会与曾延毅接触，使曾延毅受
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同年 10
月，耀华学校地下党支部成立了以
进步学生为骨干的鲁迅图书馆，以
及后来建立的未名学习会，成为进
步学生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为
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活动地点迁到
曾延毅的家里，对此曾延毅都给予
了支持。

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员曾常
宁接受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
的指示，耐心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再
由曾延毅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当
时，华北局城工部多次派人到常德
道1号与曾延毅见面。为此，曾延
毅面见傅作义，劝说其接受和平改
编。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
北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经和平区委同意，十一届区委
第十一轮分别对区委办公室、区委
督查室、区合作交流办、区商务局、
区应急局、区楼宇办 6个单位党组
织开展了常规巡察。近期，区委 3
个巡察组分别向上述党组织反馈了
巡察意见，以下是摘编的巡察反馈
问题和建议内容。

区委巡察一组向区合作
交流办党组反馈巡察情况

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入，用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有欠缺。
政治站位不高，聚焦主责主业用力不
足；政治敏感性不强，意识形态工作
有短板。二是制度的笼子未扎紧织
密，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性机制未形
成。“废改立”工作跟进不及时，制度
建设有缺失；内部监督不到位，资金
资产管理有漏洞。三是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未抓紧扛牢，担当作为底气不
足。党建责任意识不强，正向引领作
用不突出，干部管理不严格。

建议：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主
责主业。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系统
深入学习，在推进我区对口乡村振兴、
对口合作、外事工作新发展格局中展
现新作为；夯实思想根基，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二是强化主体责
任，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做好风险点
排查工作，强化制度执行；严格资产管
理，实现对资产从入口、使用到出口各
个环节的动态管理。三是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
力。坚持把“严”的主基调贯穿工作始
终，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干事创业的良
好工作氛围；切实提高组织生活会质
量，丰富学习形式，定期对党员学习效
果进行检查。

区委巡察一组向区应急
管理局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问题：一是落实中央及市、区委决
策部署不到位，履行职责有差距。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到位，安
全生产重处罚轻管理；“竭诚为民”思想
树得不牢，落实区委工作要求缓慢；安
全生产统揽协调作用发挥不充分，新时
期“大应急”工作体系尚未形成；“过紧
日子”的意识有不足，资金使用不规
范。二是作风建设标尺不严，担当作为
精神缺失。全民应急意识有待加强；为
基层减负未抓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
象尚未杜绝；权力运行缺乏刚性制约，
监督管理有漏洞；基础建设未夯实，应
急管理存在短板。三是基层党组织建
设不够有力，“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
民主集中制有缺位，部分重大事项未及
时上会研究；重业务轻党建，党组织发
挥作用不够；落实审计整改不彻底，问
题边改边犯。

建议：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完善工作流
程，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
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进一步弘
扬艰苦奋斗精神，落实好过紧日子的
有关要求。二是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主动担当作为。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
系；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坚决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
负；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行
对权力运行的闭环管理；树立严谨务
实的工作作风，把各项基础工作做实
做细。三是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严格执行“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严格落实民主集中
制；坚持党建引领，把党建工作摆在更
重要位置；及时有效抓好巡视巡察、审
计等整改工作。

区委巡察二组向区委督
查室反馈巡察情况

问题: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区
委决策部署不到位，发挥新形势下督查
作用不充分。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入，指导推动
督促检查工作有差距；履行“三督三察”
职能责任不到位，发挥督查“利器”作用
不足；班子自身建设存在短板，抓大事、
管全局意识有待强化。二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树得不牢固，督查工作服
务群众、服务基层作风还不够严实。落
实“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要求有差距，
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还不到位；督查工作
服务基层还未贯通到底，真督实导有打
折扣现象。三是抓全面从严治党未能久
久为功，管党治党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思想重视程度不够高，机关党建工作未
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未压实，
干部管理不严格；抓节约型机关创建工
作有不足，加强内控管理有疏漏。
建议：一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履

行好新形势下督查工作职能责任。建
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督查工
作重要论述常态化机制，提高学用贯
通、指导实践水平；不断提升督查工作
“五化”能力，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决策督查、专项督办、督查调研各项工
作落实，充分发挥督查“利器”作用；切
实增强抓大事、管全局意识，严格落实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及时做好制度“废改立”工作。
二是强化人民至上理念，持续深化服务
群众、服务基层作风。切实走好“网上
群众路线”，注重对回复群众满意度和
留言问题情况的汇总分析；大力倡导
“一线工作法”，结合“和平夜话”实践活
动，把督查与调研、服务融为一体，确保
督到实情、查到实处，切实为基层减压
减负。三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不断提

升机关党建工作水平。坚持党建与督
查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严格落实
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规
定，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强化严管就是
厚爱意识，严格执行干部考勤和请销假
制度，正确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
态”，注重运用身边典型事例开展警示
教育；牢固树立勤俭办公意识，坚决堵
塞廉政风险漏洞，着力打造能打硬仗、
执行有力的督查铁军。

区委巡察二组向区委办
公室反馈巡察情况

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委办公厅（室）工作重要论述不扎实，
发挥政治机关领率作用有不足。政治要
件意识需强化，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中办“5·8”讲话精神有差距；发挥参谋
助手作用还不到位，着力提升“三服务”工
作成效有不足；班子政治引领作用还不突
出，加强“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建设有短
板。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树得
不牢固，持续推进作风建设还需加压用
力。践行“民心即初心”理念有差距，坚持
走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深入；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韧劲不足，为基层减压减负工作
还不到位。三是管党治党“两个责任”未
压实，加强机关党建工作有薄弱环节。全
面从严治党不严不实，防范廉政风险有疏
漏；履行机关党建职能有缺位，贯彻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全面。
建议：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切实履行

好“四最一中枢”职能。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第一要务，持续提升执行力、统筹力、指
导力；推进区委办各项工作做示范、争旗
舰、创品质，打造服务区委的“坚强前哨”
和“巩固后院”。二是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扭住作风建设深抓实做。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和平夜话”实
践活动，为区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

供有力决策参考；坚决遏制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风，严格精文减会控制，切实让基
层对减负工作有感有效。三是压实管党
治党“两个责任”，不断补齐机关党建工作
短板。强化“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
绩”理念，坚决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始终
坚持好“严”的主基调，严格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各项制度，切实以全面从严治党的高
标准促进工作的高质量落实。

区委巡察三组向区楼宇
经济管理办公室党组反馈巡
察情况

问题：一是落实中央和市、区委重大
决策部署不到位，党组履职尽责有欠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有落
差；履行核心职能不够坚强有力，招商安
商参谋助手作用发挥不够。二是履行“两
个责任”不到位，担当作为仍有不足。执
行风险防控机制不严，对权力运行监督制
约不足；推动商务楼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缺乏钉钉子精神，内控管理未形成相互制
约、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三是党组织政
治功能不够强，组织力存在短板。落实党
建责任制标准不够高,党建工作鲜活力不
够，党内组织生活开展不规范；落实专项
巡视整改的相关措施尚不完善。

建议：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党组
领导核心作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市、区委重大决策部署，高标准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和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招商安商工作的全局意识。二是严
格落实“两个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
强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奋力打造惠企、暖企、护企、
安企良好营商环境。三是加强党建工作
质量，强化政治功能。强化责任意识，把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统筹兼

顾，一体推进；认真落实整改主体责任，
细化举措，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

区委巡察三组向区商务
局党组反馈巡察情况

问题：一是落实中央和市、区委重大
决策部署不到位，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
充分。落实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重要要求的标准不高，在聚焦
部门主责主业、守正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回应群众生活需求以及防范行业安
全生产等方面存在差距；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不到位。二是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落实监督责任有
欠缺。干部教育管理不严格，严管厚爱
不能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工作作风
不严不实，担当尽责、为民服务有差距；
用制度管人管事有欠缺，廉政风险防控
不到位。三是抓党建工作用力不足，基
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党建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融合不足；警示教育效果有欠缺，“第一
种形态”运用不规范；落实整改不积极不
彻底，专项治理问题整改缓慢。

建议：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好党组的领
导核心作用，坚持商业为民的发展思想，
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消费升级新趋势；
坚决扛起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政
治责任。二是切实肩负起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转变工作作风，防范廉政风
险。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内部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
好企业和群众诉求；聚焦主责主业，加强
自身队伍建设。三是树牢“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意识，夯实支部建设，
持续用力抓党建。坚持党建引领，落实
好机关党建各项制度和任务；坚决把纪
律规矩挺在前面，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强
化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实效。

十一届和平区委第十一轮巡察反馈意见摘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重要指示精神，讲好
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风采，和平区委宣传部、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平区关
爱退役军人协会决定对和平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进行表彰。根据评选程序，在广泛

宣传、各方推荐的基础上，经综合评审、优中选优，确定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就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7月21日至7月27
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电话：022-27810935

关于对和平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集体”“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
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的公告

万芝凤（女）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市派出所一级警长
边 飞 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垃圾管理所箱桶二队队长
刘建权 中共和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孙志才 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航海军事代表室军代表退休，和平区军休所

关工委副主任

和平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拟表彰对象
（共10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春杰 和平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科二级主任科员
肖 珊 天津地毯三厂退休，五大道街居民
汪 斌 和平区委政法委社会治理科科长、四级调研员
陈贵明 天津消防救援总队和平支队西安道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陈钦放 天津飞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成永 中共和平区委研究室主任

和平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集体”拟表彰对象
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

和平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拟表彰对象
（共10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骏 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
田瑜洁（女） 和平区人民政府繁华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
杨晓君（女） 铁路天津客运段退休，劝业场街居民
吴 炜 中共和平区委组织部秘书科副科长
张如山 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二级调研员
周世华 和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平区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四组四级调研员
赵玉森 天津警备区八一礼堂主任退休、和平区军休所关工委主任
郝建新 武警部队天津警卫处正团职上校退休，军休干部，南市街道居民
曹 晖 中共和平区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梁 凯 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