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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调研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

咬定绿色发展目标 勇于乘势而上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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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13日，电力工作人员到
宝坻区小辛码头旅游村检查低压用电情况，为推广
“全电厨房”、实现降碳目标做准备。记者了解到，国
网天津宝坻供电公司联合小辛码头村党支部已完
成29个农家院厨房用能调研，并与上述农家院达成
“全电厨房”建设意向。随着“千年古渡”小辛码头村
即将迎来“零碳”时代，宝坻区高质量推动电力“碳
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建设也迈出关键一步。

小辛码头村位于宝坻区黄庄镇西北部，曾是
辽代运粮码头之一，有“千年古渡”之称。近年依托
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农村旅游业，2020年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今年7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与宝坻区人民
政府签署“推进电力‘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建
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一园（九园工业园区）
一村（小辛码头村）”示范工程建设，打造“零碳”生产
生活示范。国网天津宝坻供电公司多次组织“双碳创
新团队”到小辛码头村实地调研，与村内29家农家
院达成“全电厨房”试点小院建设意向，近期首先在
25号农家院推广建设。据介绍，“全电厨房”比传统
燃气灶具效率高30%至60%，可减少碳排放30%至
50%，耗能减少68%至77%。

调研中发现小辛码头村规划整齐，加之平原地
区光照充足，非常适合“光伏+”产业发展模式，实现

光伏能源与全电民宿、全电厨房等相互融合、共同发
展。据测算，若对全村59户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每户按50平方米可安装8千瓦光伏瓦计算，总装机
容量达472千瓦，光伏发电接到电网低压侧就近消
纳。安装后，每户年发电1.2万度，全村59户年发电
70.8万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55吨，减排二氧化碳
706吨，减少碳粉尘193吨。
“持续推广‘光伏+’产业发展模式，我们还将研

究‘光伏+渔业’‘光伏+农业大棚’和‘光伏+智慧充
电桩’等，全面推动乡村电气化进程，实现‘零碳’生
活、乡村振兴。”国网天津宝坻供电公司“双碳创新团
队”成员徐福介绍。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3日，市委书记
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段春华深入津南区、西青区调研绿色生态屏
障建设情况，就下一步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截至目前，我市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
的一级管控区内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
空间占比提升到64%，二、三级管控区建设水平
大幅提升，已呈现一派生机勃发、绿意葱茏的景
致，彰显出“生态屏障、津沽绿谷”的特色风貌。

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等市领导同志首先来
到津南区八里湾核心生态区，登上瞭望塔，仔细察
看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进展。八里湾“绿屏”内，三
万余亩的林地、小站稻田、生态水域一望无际，空
中水鸟盘桓、耳边蝉鸣阵阵，各类乔灌木错落有
致，荷花、苇草与水波相映成趣，一幅“蓝绿交织”
的大写意生态画卷奔来眼底。市领导同志步行
来到森林驿站，认真听取津南区关于该片区内散
乱污企业整治、再生水利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等情况汇报，并与市直有关部门就进一步做好植
树造林、水系联通、生态修复等工作进行现场研
究会商。

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小泊生态区位于王稳庄

镇，是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2017年以来，西青区结合环保督察
整改和绿色生态屏障规划建设，通过关停、搬迁、园
区提升等方式，大力整治镇内环保不达标的制钉等
各类污染企业，下决心彻底拔掉绿色发展中“生锈的
钉子”，全力修复区域坑塘水体，推进环境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目前，小泊生态区蓝绿空间占比超过
80%，水体质量明显改善，万亩小站稻田油绿飘香。
市领导同志登上林间电动无人驾驶车，详细听取西
青区通过绿色生态屏障打造智能网联车等绿色产业
应用场景情况，并来到湖边八角亭和监测塔察看生
态建设成效。

李鸿忠在调研中指出，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是
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实际行动，是我市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
要抓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工程。
经过各区和市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绿色生态屏障
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已显现水丰、绿茂、成林、
成片的生态效果，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改善，得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
路，深入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目标不变、方向不变，一张蓝图干到底，着力构建
城市生态廊道，打造绿色发展的靓丽“名片”。

李鸿忠强调，要把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林、田、湖、草、湿地一体治
理，努力为京津冀区域拓展环境容量、增加绿色空
间、增添森林碳汇贡献力量。要坚持宜林则林、宜田
则田、宜果则果，减少人工雕琢，注重绿色生态屏障
的自然化、生态化、质朴化。强化法规刚性约束，加
强对管控地区建设、保护、利用等活动的动态监测和
日常监管，做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要算好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大账”、“长远账”，坚决摒弃损害、
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换
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引导绿色循环农业、精致农
业发展，培育聚集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和相关生
产性服务业，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
高端迈进。要保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定力执着和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拼劲，一年接着一年干，苦
干实干，久久为功，让绿色生态屏障经得起历史、实
践和人民的检验。
市领导孙文魁、李树起、周德睿和市政府秘书长

孟庆松参加。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文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党的十九大
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
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
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
力的根本途径。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

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
动摇，必须常抓不懈。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
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文章指出，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
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
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
过程。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
任何迷糊和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

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政治上的
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必须
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使
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文章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
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要从红色基
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
为百折不挠、终生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津门凭阑
咬定绿色发展目标，不断

巩固高质量发展之势，靠的是
什么？靠的是敢于担当、勇于
作为。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劲和
闯劲，打好绿色高质量发展主动仗，是党员
干部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

胜利青睐勇者，而勇者只会选择向
前。今年上半年，我市以信创产业、生物产
业和高端装备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乘势而上；绿色生态屏障区内，
昔日的荒地与厂房变成数万亩高标准稻
田，绿树连绵成片，河道纵横成网，以水体、
绿地、农田为代表的蓝绿空间成为天津提
高碳汇能力的“绿色银行”，为绿色低碳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最好的路是上坡路，最难走的也是上
坡路。绿色发展是硬任务，重任在肩，困难
不可小觑，信心不可动摇，干劲不能松懈。
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敢于啃“硬骨头”，不
怕接“烫手山芋”，才能打造能担当的宽肩
膀、铁肩膀，托举起发展的新高度。
“烫手山芋”能不能接得住、“硬骨头”能

不能啃下来，除了有勇气，还得有两把刷子。

无论是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还是
专业技能，能力本领不断得到提
升，打好主动仗就更有底气。譬如

是否善于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用十个指头弹
钢琴？又如坚持制造业立市，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的发展方向，与传统的制造业概念已经
大不相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
下，是否具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常常扪心自
问，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提升能力的紧
迫感，加强学习、勇于实践，主动在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中去运筹谋划、拼搏担当，才能产
生更强战斗力，牢牢把握住“战场”主动权。

真正的担当，要把责任扛到底。主动迎
难而上，必须有股“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笃定
与坚韧。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
程，无数革命先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
一部沉甸甸的担当史，留下了最生动鲜活的
教科书。和平年代虽然少了血与火的考验，
但任务的艰巨性、挑战的严峻性，依然考验着
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意志品格。遇事无难
易，而勇于敢为。重事功、练事功、善事功，党
员干部的肩膀能负重、敢担当，绿色高质量发
展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打好绿色发展主动仗

■本报记者 万红

前不久，1163辆产自北京的奔驰商品车登上停靠在天津港滚装码头岸
边的唐鸿轮驶向宁波港。今年以来，已有66艘次、50130辆奔驰商品车在
此起航发往宁波，带动北京奔驰总运量快速增长。
北京运往宁波的奔驰汽车、东北运抵南方的粮食、新疆出口意大利的番

茄酱、日韩过境至蒙古国的生活用品……以天津港为节点，琳琅满目的商品
在这里汇聚、分拨，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
以服务拓市场，以智慧促创新，以创新提效率，以深入腹地、覆盖全球的

物流网络提升辐射能力，促内需、稳外贸，助力“双循环”。“十四五”开局的首
个半年刚过，天津港集团便交出了一份吞吐量连创新高的高质量发展成绩
单——一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46.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0.4%，创历史
同期最高纪录；完成货物吞吐量1.1亿吨，同比增长14.9%，实现首季生产开
门红。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2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0%以上；实
现吞吐量2.31亿吨，同比增长超1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志在万里书写港口发展崭新篇章，扛起使命担当

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天津港这座京津冀及“三北”地区的海上门户，已成为助
力我市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的强大支撑。
日前，天津港集团发布了“海上高速-FAST”品牌服务新模式。相比传

统海运模式，新模式船速快、班期准、效率高，平均海上行驶时间压缩10%
以上，可深度挖潜南北海运大通道，同时更好服务国内大循环。
新服务品牌一发布就引起了SEW-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高琼华的关注。“我们是一家传动设备零部件配套商，产品可服务于轻工、
纺织、港口等各个领域。去年年初，企业尝试将部分走汽运的产品改走海
运，通过天津港‘两港一航’精品航线直达广州港再派送到门。目前，海运货
物已超过了物流总量的50%，一个集装箱的物流成本就比汽运节约近五
成。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50%，这其中稳定的海运物流
对保障生产组织、维护供应链稳定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高琼华说，“这
两天我们正跟天津港物流发展公司探讨怎么用好‘海上高速-FAST’，希望
今年能将货物海运比例提升到70%，助力企业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在高琼华琢磨着尝试新服务模式的同时，石家庄国际陆港常务副总经

理刘金朋则在为刚刚通过海铁联运“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新模式，从天津港
起运荷兰鹿特丹港的42箱外贸货物欣喜不已。
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副主任魏天爱告诉记者，这是京津冀开行的

首趟“一单到底”国际海铁联运班列。“过去，京津冀地区海铁联运是铁路、海
运各管一段的两套单据，速度慢、时间长、环节多、成本高。这次港口、铁路、
船公司、陆港和口岸管理单位联动，一张提单、一条专列，把港口功能和业务
辐射范围前移扩大，津冀携手拓宽国际国内合作的陆海物流新通道。”
“充分发挥港口之于城市重要战略资源作用，今年天津港集团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在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
开新局。” （下转第2版）

“千年古渡”拥抱“双碳”时代

目前，位于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绿色生态屏障小泊生态区建设基本完工，片区总面积5.18平方公里，湖岛相间、阡陌交错，集林、田、水、草为一体的复合型
生态廊道，形成了水绿融合、生态惠民的生态空间。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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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解码 千秋红岩 历史丰碑
精神寻访 天津文艺创作的红岩缘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 天津地下党两绘城防图

红岩沐风雨 精神传万世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优化核酸筛查方案 动态调整管控措施

一鼓作气打赢聚集性疫情歼灭战

我市建设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

15—17岁人群接种第二针

蓟州区全力做好农家院疫情防控

验码测温戴口罩 一样都不少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