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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
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民
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深
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
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科学回答
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是党的治国方略在党的
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成立起，我们党就积极探索适
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
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
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
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
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
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
就。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
创新推进的鲜明特征。实践充分证
明，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
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
正确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
族、繁荣各民族。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
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

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
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
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12个方面作
出了精辟概括：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历史方位；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必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
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
等；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必须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依法
治理民族事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
的领导。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
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的根本遵循，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
面把握和贯彻。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在内的小康社会，踏上了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新的历
史起点上，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
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
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
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
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
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奋
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
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协力，不懈奋
斗，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
复兴的伟大荣光！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8月27日18时至8月28日18时

我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从中
新天津生态城获悉，8月27日，滨
海新区人民政府、中新天津生态城
管委会与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万达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万达集团将在生态城建设文化
旅游度假区项目，打造国际知名的
海洋主题文化旅游度假目的地。
据了解，万达文化旅游度假区项

目选址生态城临海新城区域，包括文
化旅游产业和生态社区两部分，其

中，文化旅游产业部分将建设“一园、一
场、一街、两酒店”，涵盖文化旅游、商业
购物、休闲娱乐、体育康养等业态。作
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生态城拥有绵
延36公里长的生活海岸线，现有旅游

项目均依河、湖、湾、海而建，区域海洋文
化、休闲娱乐等沿海优质旅游资源丰富，
形成了“蓝绿交织、河海相连、动静结合、
全域游乐”的滨海旅游城市风光。此次生
态城与万达集团合作，抢抓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的政策叠加
效应，精心打造知名海洋文化旅游度
假品牌，将进一步提升生态城的国际
知名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繁荣度，为
加快建设美丽“滨城”展现更大作为。

打造国际级海洋文旅度假目的地

万达文化旅游度假区落户生态城

万达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选址于生态城临海新城区域。（效果图） 本报记者王涛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8月27日18时至8月28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
男性 82例，女性 65例；治愈出院 144
例，病亡3例。
8月27日18时至8月28日18时，我

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轻型1例，普通型3例，均为中国籍，毛
里塔尼亚输入1例，刚果（布）输入1例，
几内亚输入2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323例（中国籍288例、菲律宾籍
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波兰籍
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韩国
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
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日
本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籍1例、
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治
愈出院281例，在院42例（其中轻型7
例、普通型34例、重型1例）。
第32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毛里塔尼亚。该患者
自毛里塔尼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
（AF382），于8月13日抵达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静海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8月27日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
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双肺多
叶浅淡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2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刚果（布）。该患者自
刚 果（布）至 法 国 巴 黎 转 乘 航 班
（AF382），于8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8月28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
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左
肺尖条索。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
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2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该患者自几
内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8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
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
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8月28日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
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右肺上叶后段
小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
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
环管理。
第32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该患者自几
内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8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
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
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8月27日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
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双肺下叶、右肺
中叶内段炎性病变。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8月27日18时至8月28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中国籍，毛里塔尼亚输入1例，几
内亚输入1例，洪都拉斯输入1例），累
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26例（境外输入
321例），尚在医学观察28例（均为境外
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59例、转为确诊
病例39例。
第32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毛里塔尼亚。该患者自毛里
塔尼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
于8月13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
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
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静海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8月27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
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2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几内亚。该患者自几内亚至
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月27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
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8月28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
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
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
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2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洪都拉斯。该患者自洪都拉
斯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
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
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
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8月28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
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
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
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专家组讨论，第264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
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26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00例

无症状感染者、第303例无症状感染者
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
截至8月2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115人，
尚有33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全国单批次进口量最大活牛船提前靠泊天津港
本报讯（记者万红）“水和饲料再

有两天就没了，得赶紧靠岸，请求提前
靠泊……”这是8月24日晚天津港集
团调度指挥中心接到的“科威特”轮货
主的紧急求助消息。了解到这艘货轮
装载的14904头荷斯坦母牛和娟珊
母牛，由于饲料短缺、饮水困难，需要
比原计划提前4天靠泊后，天津港集
团精心部署安排，在不影响其他作业
情况下，各单位联动，适当性地倾斜资
源，全力以赴安排该轮提前靠泊，保障
了此次全国单批次进口量最大活牛船
提前进港。

天津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由
于近期港口作业繁忙，相关泊位紧张，
当时没有空余泊位供其停靠。了解到
实际情况后，天津港集团急客户之所
急，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提高作业效
率，我们紧急抽调了2台吊具和4个
拖头，压缩现停靠在L13泊位船只的
作业时间，力争15小时完成 17000
吨纸浆的装载工作，抢出时间，为活
牛船顺利进港腾出泊位，做到无缝衔
接。”天津港临港港务公司副总经理
王国伟说。8月26日15时，在高质量
保证前船作业的情况下，“科威特”轮
顺利进港。

天津港临港港务公司现场调度员
杨光军介绍：“像这样的大批活畜作业
至少需要4天时间，这次情况特殊，要

在3天内完成。在船进港前，我们就抓
紧与船方、收货方办理了交接。”为了确
保活牛安稳落地，天津港临港港务公司
提前一天同海关、边检、防疫等联检单位
取得联系，为完成对活畜各项指标的检
验工作做好准备。现场人员连夜作业，
卡车司机、现场调度人员提前1小时准
备就位。8月26日23时，船舱顺利开

启，牛群在工作人员驱赶下，顺着廊道有
序走向就位的卡车。按照作业人员对讲
机里的指令，一辆车装载完后，下一辆车
紧跟着驶入，现场井然有序。截至8月
27日9时已装载活牛2989头。此次接
卸活牛船作业预计将持续3天，活牛下
船后将陆续分批次安全运往大港和北辰
区奶牛养殖场，实施隔离检验检疫。

图片由天津港集团提供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孙晓
斌 王坤）轻松微课堂，政策全知道。日
前，天津市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天津税务“一带一路”大礼包“码”上来
拿！》，纳税人只要轻点扫码，就能迅速
获取想要了解的“走出去”相关税收政
策信息。
“这个大礼包太实用了。”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高兴地说，“我们企业在海外开展了多

个工程项目，涉及马来西亚、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等好几个国家。要了解哪个国
家的税收资讯，一点一扫就都出来了！”
记者体验发现，该“一带一路”大

礼包，将企业“走出去”相关税收政策、
往期培训辅导、相关税收咨询等进行
了汇集整理、重新编排，打造出税收指
引、国别税讯早知道等实用内容，供企
业随时听、随身听，随用随查，对优惠
政策应知尽知。

天津税务微课堂助力企业“走出去”

（上接第1版）
索拉诺热烈祝贺《习近平用典》西

语版发行，认为该书在哥国立大学出
版社发行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生动
写照。他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领袖
风范和治国方略，表示愿以该书发行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治国理政
经验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助力两
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
冈萨雷斯表示，哥国立大学很荣幸

承担《习近平用典》西语版的出版发行工
作。他盛赞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传承
千年的哲学智慧和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相信广大读者能通过该书更好地感
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中国，表示该校愿
继续同中方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增进
两国人民互学互鉴。

《习近平用典》西班牙语版新书发布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日前，由中

建八局承建的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扩建二期南院项目（简称“肿瘤医院南
院区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天津
市重点民生工程。
肿瘤医院南院区项目位于天津市

河西区，是一所集行政办公、技能培训
和预防体检为一体的综合型医疗建筑
体，分为转化医学与个体化肿瘤治疗
研究中心（综合研发楼）、体检中心2
个单体，总建筑面积14.1万平方米，
地上最高 33 层，地下3层。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全
国三大顶级智能化肿瘤防治中心之
一，极大提升全国肿瘤防治研究能力。

肿瘤医院扩建
南院项目开工

（上接第1版）
“项目充分利用窑炉生产排放的烟

气余热解决办公区供暖问题，降低了供
暖成本，让企业得到真正实惠。”天津国
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造
中心总经理张虎介绍，“未来二期升级至
电热协同技术后，我们有望实现综合型、
协同型、循环型能源利用，在碳排放权交
易中占得先机。”

据介绍，国安盟固利电热协同项目
针对园区目前资源开发现状，采用灵活
商业模式，实现生产与消费一体化，推动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全面重构。二期项
目建成后，预计九园企业用能成本可降
低8%、整体碳排放降低20%，区域电气
化水平提高10%，综合能效关键指标可

达国际领先水平。随着其他降碳项目配
套落地，九园工业园区各项能源指标水
平还将进一步提升。

市发改委6月发布《天津电力“碳达
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实施方案》，在宝坻
九园工业园区打造能效升级和“绿色”制造
先行示范区。通过九园“双碳”先行示范区
建设，未来将提供可生长、可测量、可推广
的生态型“双碳”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已完
成以电热协同项目为代表的16项建设子
方案编制。下一步，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将以九园电热协同项目启动为契机，继续
推动能源与产业融合发展，在模式创新、生
态聚合、产业孵化上下大力气，助力国网公
司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在津落地，服务
天津能源革命先锋城市建设。

“电热协同”助力集成式产业脱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