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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搭建“三个课堂”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凝聚红色力量 释放绿色动能

北辰区“双减”工作专班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北辰百年名人

人民外交官：温朋久

温朋久（1905—2004）原名温瀛
举，字鹏久，宜兴埠人，是新中国外交
部成立后最早任命的 15 位正副司
长、主任委员之一。

温朋久出生于宜兴埠教育世
家。1913 年入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
堂。1919 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师范

学校。1926年，温朋久以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北京朝阳大学，主攻法律。期
间，他目睹军警残暴镇压学生，更加
坚定了誓死追求民族复兴的信念。

1929年，温朋久被保送到日本留
学，就读于明治大学及早稻田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温朋久抗议日军侵
华，休学回国。1932 年 9月，由温世
霖出资，温朋久留学德国。

翌年，温朋久在洪堡大学（后为
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加入中国
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并
与刘文华主办《中国出路》《抗日救
国》刊物。西安事变后，与乔冠华
同在巴黎、柏林迎接杨虎城，支持
其抗日主张。在九国公约会议期
间，温朋久与乔冠华组织代表团前
往声援，以“人民外交”形式，联合
布鲁塞尔大学生共同声讨日本的侵

华行为。
1938 年 2 月，温朋久回国，在河

南省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任政
治教员，主讲国际形势。7月，接中共
中央指示，在西北军杨虎城部第三十
八军任参议兼教官。1941年春，他被
任命为三十八军军长办公室代理主
任。期间，秘密接触军内地下党，为
开展抗战工作协助联络。1944 年冬
到重庆，进入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
部。在重庆期间，温朋久受到国民党
元老于右任、冯玉祥及民主爱国人士
沈钧儒的高度评价。日本投降后，温
朋久回津。

1947年 3月，温朋久到晋冀鲁豫
边区冶陶北方局学习，时年５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到山西省潞城
北方大学财经学院、石家庄华北财经
学院任教。1949年 7月，被调入中共

中央外事组参与筹建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朋久

历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驻瑞
士公使馆政务参赞和日内瓦总领事
馆总领事。1955年 9月，到中央高级
党校学习。1960年 9月，任中央对外
文化联络委员会五司司长。

1978年 8月，他被重新分配到外
交部工作，后转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任常务理事。1981 年改任顾
问。1984 年 4 月离休。2004 年 12
月，温朋久去世，享年99岁。

温朋久生前始终牵挂着家乡的
发展和父老乡亲，曾只身一人乘坐
公共交通还乡省亲，不带随从，不
讲排场，不惊地方，不扰民众，成为
一时佳话，被争相传颂。他还将自
己珍藏的郭沫若等 6 位名人画作捐
给周邓纪念馆。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8月5日，北
辰区“双减”工作专班召开第一次全体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市委有关政策要
求和指示精神。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
部长周红蕾，副区长马希荣出席。

会议强调，“双减”工作事关青少
年儿童身心健康，事关义务教育高质
量发展，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大举措，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民心工程，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重要内容。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把“双减”工作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考验，全
面做好调研摸底工作，强化宣传引导，
加大对违规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力
度。要坚决遏制校外培训机构乱象，
防止“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以更坚决
的态度、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
动“双减”工作顺利实施，以扎扎实实
的工作成效，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

会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双
减”工作开展情况依次发言。

本报讯（记者 于凡）8月5日，北
辰区召开2021年上半年“一府两院”
工作情况通报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裘地主持会议，副区长马希荣、区政
协副主席王慧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
砚华出席。

会议听取了2021年上半年北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区人民法院
工作情况、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情况。

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换届纪律警示片
《警钟长鸣》。

会议要求，下半年北辰区“一府两
院”工作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的要求，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圆满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为
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的
新北辰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日前，北辰
区召开2021年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会议。副区长，公安北辰分局局长
于建政出席。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认清目
前交通安全严峻形势，切实增强道路交
通管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持续
做好严管严查、宣传引导和防控排查治
理隐患工作，立足齐抓共管，提升工作

成效。要狠抓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完善督导
检查和问责追究机制，牢牢把握管理和
服务“两条主线”，将“以人民为中心”的
要求付诸于行动，见之于实效，切实做
到思想上不松懈、工作上不放松，扎实
落实各项措施，统筹推进交通管理跨越
发展，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北辰区召开2021年上半年
“一府两院”工作情况通报会

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 通讯员 吴天奇

“专题系统学、现场体验学、追寻
红色足迹、一线解决问题……”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委紧密结合“两新”组织特点，搭
建“三个课堂”，立足实际、守正创新，
分层次、有重点、广覆盖开展了一系列
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扎实有效的党史
学习教育，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夯实共
同思想基础，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用“党史红”助力“发展绿”，切实凝
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搭建“专题学习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实”起来

为适应“两新”组织特点，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打好“线上”“线下”党
史学习教育组合拳，把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日常、抓于日常。指导各“两新”

组织党组织划重点、知脉络，原原本
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
定学习材料，落实“五个一”要求，通
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讲专题党
课等多种载体，分专题开展学习活
动。在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官方微
信公众号开设线上“微党课”“廉政小
课堂”，举办党史知识测试，引导“两
新”组织党员用好“学习强国”、两微
一端等平台，以“午间学”“班后学”
“周末学”等多种方式，利用碎片时间
开展学习，突破线下学习难集中的瓶
颈问题，扩大学习教育覆盖面，积极
营造“学”的浓厚氛围。

搭建“现场体验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用好用足红色资源，充分发挥红
色教育基地作用，增强党史学习教育
的感染力。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

组织“两新”组织党员参观革命纪念
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现场重
温入党誓词，回望入党初心，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开展红色观影活动，让
“两新”组织党员通过生动影像缅怀先
烈、体察变迁，激发大家的爱党爱国热
情。举办红歌合唱、主题演讲等活动，
唱响百年辉煌，凝聚奋进力量。通过
打卡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听
红色党史故事、互动体验等方式，让
“两新”组织党员深化对党的百年奋斗
史认识，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搭建“学习实践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亮”起来

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坚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在“两新”组织党
组织中开展“三问三请”活动，结合生

产经营实际，突出党员作用发挥，以学
促干、以干践学，推动“两新”组织党组
织党史学习教育往深处走、往实里行。

长荣集团党总支正值年中生产的
重要时刻，在生产支部组织委员黄小
雷带领下，组建领班党员小队，实现了
月产值超1.3亿元。万控电气党支部
开展“心向党·我为企业作贡献”活动，
公司全体党员结合岗位职责，从品质、
安全、效率、成本等方面对企业发展提
出意见建议，目前已落实改善措施13
条，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10余万元。
久跃科技党支部开展“生产线支援”活
动，在生产车间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党
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走到生产一线，
帮助一线员工完成生产任务。爱德克
斯党总支积极听取职工意见建议，协
调解决实际困难，领导公司工会圆满
完成2021年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维护
职工的劳动报酬权，进一步增强企业
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宋致强）“多亏民
警及时赶到，否则我就真的上当受骗
了。儿子打工赚的钱都在这卡上，这
教训太深刻了。”谈起不久前经历的一
场网络诈骗，家住小淀镇的王女士还
心有余悸。

7月22日19时许，公安北辰分局接
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北辰区
一群众疑似正在接听诈骗电话。小淀派
出所民警多次尝试拨打对方电话，但均
被拒接，民警立即出警，成功找到该群
众，果断告知其挂断电话。

原来，家住小淀镇的王女士不久前
从直播间买了两支口红，随后接到了所
谓的购物网站客服电话，说其已经成为
商品会员和代理商，不及时取消就要扣
一大笔钱，这让王女士有点懵。接下来
王女士按照对方提示，一步步操作，下载
手机银行，获取手机验证码。就只差一
步，王女士就把验证码发给对方了，幸亏
警方及时赶到现场，阻止了这起电信网
络诈骗。

民警现场向王女士宣传讲解了电
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王女士对民
警的帮助感激不已，表示今后一定会提
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不给诈骗分子
可乘之机。

日前，北辰中医医院到天津武警四支队三大队开展“双拥”慰问活动，为部队官兵送去防暑药品及食品。图为医护
人员为部队官兵开展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应急急救方法培训，提高官兵的自救互就能力。

通讯员 王鑫 摄影报道

（上接第21版）要以扎实做好常态化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突出问题导向，找准
用力重点，下苦功夫、笨功夫补齐短板
弱项，推动文明北辰向着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迈进。

徐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认清
形势，坚定发展信心，正确面对机遇和
挑战，下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做强第
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着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心谋划、用心应对。要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提升
服务效能，统筹产业升级和项目投资

引进，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度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紧紧抓住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高水平打造承接平台，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
户北辰。要加大力度推进国企改革，
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盘活各类企业资
源，为北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有力的支撑。

会上，区发改委汇报了上半年全
区经济运行情况和做好下一步经济工
作的建议，与会同志围绕全区经济工
作进行发言。

（上接第21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
信念，深学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心研读原著、学习
原文、体悟原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冯卫华强调，要坚守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乡村振兴、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等民生实事，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一以贯之

加强党的建设，稳步推进换届工作，狠抓
农村“带头人”队伍建设，压紧压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村一级主体
责任，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
堡垒。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
重点，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等平台，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
理论宣讲，保持工作热度，营造浓厚氛
围，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
国好的主旋律。

贯彻新发展理念争取“十四五”良好开局

全力推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急救培训进军营 军民共建鱼水情

女子遭遇电信诈骗
民警及时赶到止损

我为群众办实事

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