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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平）8月18日，市政协
组织部分住津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
赴津南区、西青区调研考察我市绿色生态
屏障建设情况，为委员知情明政、履职尽责
凝聚共识，为深入推进绿色生态屏障重点
任务建设建言资政。
在津南区八里湾核心生态区，委员们登

上瞭望塔，了解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进展，察
看植树造林、水系联通、生态修复、森林驿站
建设等情况。在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小泊

生态区，委员们详细听取西青区有关情况介
绍，察看植树造林、万亩稻田、生态修复情况。

一路上，满目苍翠、碧波荡漾、花海繁
茂，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委员们深受感
染，为我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取得的重要阶
段性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大家认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行动指南，为我们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8日同伊
朗总统莱希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伊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经受国际风云
变幻考验，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

纪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在联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加强团结协作，推动务实合
作取得积极进展，有力巩固了两国战略互信，坚定捍卫了国际
公平正义。 （下转第2版）

■ 本报记者 徐杨

医生是个既平凡又伟大的职业，伟大出于平
凡，平凡孕育伟大，做医生就是选择了在平凡岗位
日夜坚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今天是第四个
中国医师节，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在对口支援
帮扶一线、在日常临床诊疗岗位，我市的白衣天使
们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承载着人民群众
对健康的期许，用责任、担当和爱心，展示着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磅礴力量。

我们为“功成有我”而自豪

“无论是去年疫情紧张时期，还是后来常态化
防控阶段，再到目前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天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有目共睹，这些成绩凝聚
了战‘疫’一线医务人员的辛勤与汗水。我们为‘功
成有我’而自豪。”一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杨文杰说，
“疫情防控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将慎终如始，
不畏难、不懈怠，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为津门百姓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布好‘隔离带’、穿上‘防护衣’，
守好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作为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发热门诊主任及专
家组成员，同时兼任市新冠救治专家组专家和市发
热门诊管理质控中心主任，杨文杰深知自己肩上的
担子有多重。

在一中心医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杨文杰全面
负责最前线——发热门诊的医疗诊治以及发热门诊
各项工作的协调。“发热门诊应该如何扩充改造？老
旧设备如何更替？人员如何配备？新型冠状病毒的

治疗流程如何制定？”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她
考虑和解决。

认真学习每一版诊疗方案，不放过每一个可疑
病例；承担全院医护人员诊疗及感控方面的培训；无
数次前往海河医院会诊病例；制定发热门诊新冠疫
情管理制度、诊疗规范与院感防护措施；做好本院及
我市疫情防控，又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赴
长春指导疫情防控……面对这些工作，杨文杰没有
一丝懈怠。
“我知道，只有不停地用力向前奔跑，才能跑在

时间的前面，为患者赢得更多的时间。”杨文杰说。
跟记者说这些的时候，杨文杰一脸轻松，她谦虚

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大家给了我巨大的
支持和帮助，没有大家我一人做不来，等忙完我得好
好谢谢大家……” （下转第2版）

绿树成荫、水榭成片、花海绚烂、
绿道遍布，夏末秋初的绿色生态屏障
处处透着生机，仿若一幅优美画卷。
着色“大绿”，背后是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津沽“绿谷”，拓
展了发展新空间。

给绿色留空间，就是为发展添活
力。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共生融合、相
互制约。在城市发展中“留白增绿”，
从空间上看，是为城市涵养生态资源
富集的“绿谷”，腾挪出更大的发展空
间和环境容量，从时间上看，则是为永
续发展设定未来可持续度。在津沽
“绿谷”滋养下，小站稻田质量提升、种
植规模扩大，品牌效益显现；坚决取缔
整合低效园区，倒逼落后企业转型升
级，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绿意更浓，
发展环境更优，吸引集聚了一批高端产
业……事实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让生
态空间拓宽发展空间，以绿色生态保
护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质量效益提升，
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从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足以看出天

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舍得投
入、舍得让利，大气魄、大手笔，在这样
宜居的环境里生活、创业，让人心无旁
骛谋发展。”参观绿色生态屏障后，很多
企业家坚定了在津投资兴业的信心。
有破有立、敢破敢立，这是置身“双

碳”赛道必须要有的态度。都说“账要
两头算”，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经济，高质
量发展也是在塑造环境。天津铁腕治
理“散乱污”企业，腾笼换鸟，为“绿色”
企业留出空间，国内知名环保企业前来
落户。以生态保护促进绿色转型，以转
型发展保护生态，在这种可持续的良性
循环中，生态优势正在转化成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以生态空间拓展发展空间，考验着我们把握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辩证关系的智慧、技巧和勇气。不仅需要打开思路，
提升GDP中的绿色含量，也要找到出路，增加产业发展中的
“科技浓度”。一批批科技型企业快速壮大，传统行业智能化
改造加速实施，一批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不仅
实现了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也使绿色发展从量变到质变
成为可能。而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让生态资本创造性地
转化为发展资本，高质量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向“绿”而行，锚定“双碳”目标，正在厚植天津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描绘更加壮阔的发展画卷。

心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

在西藏山南市琼结县，久河村卓舞队的队员在表演国家级非遗项目“久河卓舞”（2020年7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我市首片“空中稻田”在天津农业科学院水稻高标准智能化研究设施内建成投用。该稻
田建于建筑物的露台上，以花池和营养槽为载体，模拟大田环境，种植各种精品稻种，用于天
津水稻品种的筛选、优化、杂交等科学试验。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通讯员 苏京平 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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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出于平凡 平凡孕育伟大
——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以担当践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

习近平同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8日同伊

拉克总统巴尔哈姆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伊拉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之一，也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

伙伴。作为伊拉克人民的真诚朋友，中方积极参与伊拉克经济
重建，各领域友好务实合作稳步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伊相互支持，守望相助。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系，愿继续支
持伊方抗击疫情， （下转第2版）

人民日报社论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

版2

■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林晖 张京品 王琦

珠穆朗玛巍巍耸立，刻写高原风云。
雅鲁藏布浩浩奔腾，流淌沧桑巨变。
祖国的西南，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西藏。这

里，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年前的
5月23日，是雪域高原的历史转折点——《中央人民政府
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
西藏和平解放。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70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历经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
时代，创造了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未有的历史功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
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
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正向着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阔步前行。

关键时期的科学指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为西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把舵领航

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藏了！
2021年7月下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后的第一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雪域高原。深
入农村、城市公园、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等，看望
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作为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
解放，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
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进行系
统部署，为西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把舵领航。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
陲的政治责任。

和平解放70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
作，关注西藏发展，关心西藏人民。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
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作出

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西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
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进入
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面临着一系列抉择和
挑战——

如何确定西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
如何实现西藏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
西藏怎样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如何保护好高原生态，守护好地球第三极？
如何加快边境地区建设，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

……
一系列需要谋断的重大问题，考验着党中央治国理政、经

略西藏的智慧和魄力。
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有着深切的牵挂，对西

藏工作有着深入的思考。早在1998年6月，习近平同志就
因福建对口援助任务而来到西藏考察。到中央工作后，2011
年7月，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出席西藏和平解放
60周年庆祝活动，指出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既是中
央的战略部署和明确要求，也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愿
望和共同责任。 （下转第4版）

廖国勋深入市生态环境局调研

当好“指挥棒”“监督器”“守门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广泛凝聚智慧力量 助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调研考察我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米哲）18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廖国勋深入市生态环境局
调研。

廖国勋详细听取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和低碳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成果
转化、服务社会等情况，察看恶臭在线监测
预警系统、废盐固态储能系统、危废医废产
业化和应急处置等自主研发的环保装置。
他说，要以政策和技术研究为先导，更加注
重前瞻性、系统性、可行性，持续加大科技
创新步伐，加强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在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廖国勋就运用结构
数据分析重点污染源等问题与科研人员深
入交流，肯定了探索企业精准减排分级管
控的做法。
廖国勋在座谈时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

系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超前谋
划、扎实推进、对标一流，各项工作取得较好

成效，形成了一批有示范效应的经验做法。
廖国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
系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抓在手上，坚决做到
“三个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深刻理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强化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等理念，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二是工作措施到位。坚持问题导
向，敢于动真碰硬，在治气、治水、治土上下更
大功夫；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调整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广泛宣传
“降碳”目标，传播“降碳”理念，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三是责任落实到位。当好
“指挥棒”，善用环保督察、考核等手段推动工
作落实；当好“监督器”，依托科技力量发现和
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当好“守门员”，对高
耗能、高污染项目坚决说“不”。
副市长周德睿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