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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

小 康 圆 梦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本报记者 陈璠

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提出“三个着力”重
要要求，成为新时代天津奋进的新起点、新坐标。天津
卸下“数字包袱”，摆脱“速度情结”，工作重心向拼质量、
拼效益、拼结构、拼绿色度上快速转移。

今年上半年，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4%，比
2019年上半年增长7.1%，两年平均增长3.5%，比一季度
加快1.1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8%，超
过全国水平6.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额同比增长
96.1%，超过全国水平近30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11.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天津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

结构调整，顶住脱胎换骨阵痛

天津，中国工业文明先驱城市，近代以来就有“南
上海、北天津”的美誉，曾创造中国近代历史上100多个
第一。制造业是天津的名片，在新旧动能的“较量”中，
天津破除思维定势、速度期待和路径依赖，保持定力、
顶住阵痛，坚决调结构、提质量、拼效益，制造业再现蓬
勃生机。
“十三五”期间，天津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6%；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26.1%，比“十二五”末提高8.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5.4%。今年
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同比增长23%和24.4%。

以“制造业立市”为目标，天津着力打造10条以上重
点产业链，串联关键环节，补齐薄弱短板，做大产业规
模、做优产业布局、做高产业能级、做强产业竞争力。到

2023年，以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重点产业链
将带动重点产业规模达到1.2万亿元以上，成为制造强市的
坚实支撑。

创新驱动，找对转型发展路径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天
津对标世界先进、国内一流，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大力
培育国产自主可控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高性能服务
器、超级计算、CPU、操作系统、数据库、外部设备、安全软
件等信创产业全链条生态系统，产业链之全、聚集度之高
居全国之首。

天津推动建立以企业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到3.44%，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研发经费支出比
重的46.1%。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68家，位居全国重点
城市三甲。市级企业技术中心646家，比“十二五”末增加
102家。培育建设现代中药、车联网、操作系统等9家市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达到22家，比
“十二五”末增加12家。中科曙光成为国家先进计算产业
创新中心，中科院工生所、天津药研院、中汽中心、“芯火”
双创基地等一批产业创新平台蓬勃发展。

以智提质，打造“天津智港”

4年前，天津先声夺人举办首届世界智能大会，率先扛
起智能科技大旗。乘势而上，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
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天津智港”吹响号角。

为发展智能科技产业，天津出台一系列“硬核”举措，
设立百亿元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1726个项目，财政“输血”52.1亿
元，形成1:20的带动效应，建成丹佛斯、海尔第五代移动通

信智能工厂等一批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累计创建102家智
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为突破口，天津
为制造赋智，为企业赋值，为产业赋能。全市超过6000家
工业企业“上云”，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81.9%，移动宽带、固定宽带下载速率跃居全国第三，累计建
成5G基站2.4万个。“智慧城市”已成为津城新名片。

绿色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绿色，蕴藏着一座城市的优势与潜力。天津坚定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工业绿色化、低碳
化、循环化发展，“十三五”期间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
下降16%。市域钢铁产能压减到1500万吨，污染物排放
总量下降逾4成；累计治理246个园区，关闭2.2万家散乱
污企业；114个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跻身“国家队”，工业
水重复利用率超9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8.6%，保
持全国前列。

积极打造产业集群培育核心平台，促进工业集聚集约
节约发展，迈向产品高端化。滨海新区石化产业示范基地，
集聚6家年产值超百亿元石化企业，总产值超1500亿元；高
新区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吸引900余家企业形成动力电
池、光伏、风电三大产业链；经开区汽车产业基地，5家整车
企业引领，200余家核心零部件企业聚集，形成整车制造、
零部件生产、相关服务完整链条；空港工业园航空产业基
地，龙头企业和200余家关联企业落户，形成国际合作与自
主创新相结合的航空产业发展格局。“中国信创谷”“北方声
谷”“生物制造谷”“京津医药谷”“细胞谷”等高品质、高能级
主题园区雄姿初现……

新动能、新沃土，近者悦、远者来。一个开放包容、求实
创新、质效兼备的天津正张开怀抱、自信走来。

变局中开新局 创新中锻长板
——天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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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1月 16日，在日本举行的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
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冠
军，以此为起点，开启前无古人的“五
连冠”伟业。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女排姑娘们的
顽强拼搏精神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学
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一代中国人的
精神印记。

2019年9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
的第十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以全胜战
绩卫冕，第十次荣膺世界排球“三大赛”
冠军。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载誉回国的
女排代表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
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
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
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
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
代最强音。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

始建于1972年的福建漳州体育训练
基地，是中国女排最早的集训基地，见证
了中国女排赢得“五连冠”的感人历程。

已年近九旬的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原
主任钟家琪回忆说，当时突击建造的竹棚
馆地面是三合土的，摔上去沙砾会夹在肉
里，队员练完后要到医务室洗一洗，把沙
子夹出来。

40多年前的竹棚馆早已不在，但老
一辈排球人都记得墙上张贴的口号：“滚
上一身泥，磨去几层皮，不怕千般苦，苦
练技战术，立志攀高峰。”

1976年，新一届女排国家队重新组建，袁伟民出任主教练，他精
挑细选的队员们，都在竹棚馆里摸爬滚打过，都在这里接受过一轮
轮“魔鬼特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81年11月，日本大阪，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2年9月，秘鲁利马，中国女排夺得第九届女排世界锦标赛

冠军。
1984年8月，美国洛杉矶，中国女排夺得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

排冠军。
1985年11月，日本东京，中国女排夺得第四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6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中国女排夺得第十届女排

世界锦标赛冠军。
史无前例的“五连冠”，向全世界展示了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

中国国家形象，空前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豪感，极大鼓舞着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为庆贺中国女排首次获得
世界冠军，《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进行报道，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
召：学习女排，振兴中华。那个时期，万人空巷看女排成了一代人
的集体回忆，女排姑娘们成为时代偶像，各行各业掀起了向女排学
习的热潮，“女排精神”应运而生。

老女排队长孙晋芳回顾女排奋斗历程时表示，引导更多年轻人
敢于担当的责任感，为祖国尽一份力，就是对女排精神最好的传承。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中国人的精神追寻

距离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近40年，教练、
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其间女排成绩有起有落，甚至经历了较长
时间的低谷，然而，全国人民始终关注、热爱、支持中国女排，因
为团结、拼搏、奋进的精神始终延续在一代代中国女排身上。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力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决赛中，中国
女排在0:2落后的绝境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上，中国女排姑娘们愈挫愈勇，绝地反击斩获金牌。

弥足珍贵的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一代代中国人
的精神追寻。

2020年3月，驰援武汉的一位“90后”女护士，在微博上晒出自
己身穿画着女排姑娘朱婷漫画形象、写有“朱婷时代，与有荣焉”字
样防护服的图片，引来网友点赞。她说：“在任何时候，想到朱婷和
中国女排，对战胜困难就更有信心。”

钟家琪退休后，经常到漳州基地的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做义务
讲解员。他说：“女排精神曾经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振兴中华的雄心，
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不畏困难、不畏强敌的精
神，希望这种精神在女排身上一代一代传下去。”

自信自强、愈挫愈勇
——女排精神历久弥新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女排精神内涵在不断丰富。
40年前，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需要用冠军、奖牌向世界证明

自己，今天的中国已经跨过那个历史阶段。当代中国人以更自信、
更开放的大国心态面向世界，中国女排呈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与风
采：自信自强的姿态与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
精神面貌。
“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

力。是你一路虽然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
眼中坚定。”两年前，中国女排又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享受巨大荣
光时，主教练郎平这样说。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遭遇重挫，没能小组出
线，卫冕失败。

回国后，中国女排姑娘们表示，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
精神是队伍取得佳绩的法宝，也是队伍遭遇挫折时的精神指
引。她们将继续发扬女排精神，携手奋进。

女排姑娘没有气馁，抖擞精神再出发；女排球迷没有泄气，一
如既往喊加油。

40年来，中国女排最宝贵之处，在于她们以坚定强大的内心、
砥砺进取的意志、从头再来的无畏，让“失败”成为下一次成功的
“基石”。

中国女排的时代精神和风貌，感动着新一代中国青年。
苏州17岁女孩顾夏婷自小遭遇家庭变故，性格内向的她在初

中时喜欢上了打排球，并成为中国女排的球迷。她说：“女排在场
上会遇到挫折、低谷，她们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也可以，女排精
神感染了我。”

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将激励全
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不畏困难、不惧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力拼搏。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早上7时不到，静海区医院肾脏内分泌科护士长蔺
新梅就开始忙碌起来，从上机到下机，肾病患者做一次腹
膜透析基本上要4个小时，医护人员要全程监测。为了
让病人能够安全完成透析，早点回家，蔺新梅每天都会提
前上班，认真准备。“我们替病人背着半条命，可马虎不
得。”蔺新梅说。

肾病患者长年累月地做透析，一来二去，跟蔺新梅
成了熟人。在蔺新梅看来，她跟病人不仅仅是医患关
系，而是应该像亲人一样，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及时
地为他们提供帮助，让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增添必胜
的力量。
“蔺护士长处处为我们着想，帮助我解决了很多

实际困难。”家住子牙镇的李大爷告诉记者，自从他在
家做腹膜透析以来，蔺新梅经常利用午休时间上门指
导，定期回访，每次都细心检查、嘱咐，确保规范操作
才离开。

1996年，蔺新梅主动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卫生院工作。
她在本职岗位兢兢业业，开拓创新，积极参与临床护理和危
重症抢救。在提升护理技术方面，蔺新梅在科主任的带领
下积极开展各种新护理技术项目和腹膜透析治疗，大大降
低了尿毒症患者的医疗费用，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
患者及家属的好评。

工作中，蔺新梅开展“优质护理示范工程”项目，带
领全科护理人员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把优质护理
的理念融入临床护理中。她还针对糖尿病患者利用微
博、微信等手段进行健康知识普及，获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口碑。

蔺新梅十分重视护理人才梯队建设工作，为医院专
科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和医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带教实
习人员150余人，基层全科护士150人，为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
——记静海区医院肾脏内分泌科护士长蔺新梅

■本报记者 孟若冰

“包森烈士凭借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战士们把敌寇打得闻风丧
胆，溃不成军……”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史教育宣讲
课，在南开区水上公园街欣苑公寓社区开讲。

这是市档案馆首次通过“天津新时代文明实践网”平台
接受群众“点单”，开展送服务上门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市档案馆专门组建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团，结合
档案馆相关主题活动，为群众进行讲解宣传。

现场，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工作人员刘轶男以“冀东根

据地的抗日英烈——包森”为题，为大家讲述了抗日战争时
期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烈士的英雄事迹。

虽然大家佩戴着口罩，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每个人专注
聆听的状态与神情。“刘老师的讲解以故事为线索，又有生
动的人物语言和斗争环境的细节描述，非常引人入胜，让我
们深深感受到革命英烈的崇高品格和英雄气概，他们为祖
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听众们说。

社区党务工作者小吴深受触动，他说，作为新一代
青年，要学习革命先烈“流血、流汗、不流泪”的精神，弘
扬爱国情怀，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以强烈的历史
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投入本职工作，当好人民的“贴
心管家”。

宣讲团“接单”上门讲党史
——市档案馆积极拓展宣讲新形式

我为群众办实事

7月21日，首架在津完成的空客A350飞机，该机为A350-900飞机。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汽丰田天津基地整装车

间，物流机器人穿梭在各个工位之间，呈现从叉车卸货到生

产线工位零部件供给的全流程智慧物流。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