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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敢字为先。将担当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事不避难、义

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才能为

人民造福，无愧于职责和使命。

党员干部的价值，必须在作为中

得到体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呼唤的

是闯将和先锋。改革创新任务艰巨，

经济转型亦需攻城拔寨，如果把急难

险重看作是重重阻碍，逡巡踟躇，工

作就会止步不前，而如果看作是突破

的机遇，发扬“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勇于跨激流、涉险滩，就会得到机

遇的青睐。

担当作为，干字为要。有作为就

要有担当，要立起宽肩膀，扛起硬任

务，把责任和使命融入工作中，变成谋

发展、惠民生的实事。无论是实现技

术的更新迭代、打造更多应用场景，还

是推动产业链升级和产业集群的集

聚、夯实制造业立市的根基，靠的就是

出实招硬招；从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到

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锚

定“双碳”目标，也要在务实中一桩桩、

一件件推进……苦干、实干、拼命干，

是我们的本分，扑下身、沉下心，干出

名堂、见到事功，才能把蓝图变成实

景，为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

发展成果。

干出实绩，需要勇于担当作为，也

要善于担当作为。发展日新月异，新

事物层出不穷，稍有松懈就容易跟不

上节奏。长知识、开眼界、练本领，才

能扛起时代重任。譬如构建现代工业

产业体系，对“现代”二字的认知有多少？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国际范儿”？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着力点在哪里？带着一个个问题去

学习、求解，知道该锤炼什么样的能力本领，担当作为

也就有了清晰的指向。而把自己置于考验与挑战之

中，多当几次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回烫手山芋，在经

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就会有充足的底气去

挑更重的担子、啃更硬的骨头。

大胆地干、坚决地干，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也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姿态。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把要做的事情做扎实，不断为发展的大厦夯基垒台，我

们就能说，我们的努力有意义、有价值。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买10件新衣服的碳排放需要3棵树一年的时间才能
平衡，以后我要理智消费，从‘时尚达人’向‘低碳达人’转
变。”市民付女士使用“网上国网”App中“碳足迹计算器”活
动专区计算自己的碳足迹后感慨道。
“碳足迹计算器”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在2021年全

国节能宣传周“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主题系列活动中发布
的一款创新小工具，通过量化方式，帮助用户更直观了解个
人碳排放情况，引导用户自愿践行节能低碳生活理念。“明
确碳足迹来源，即可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减少碳足迹、提
供碳抵消或碳补偿等方式来贡献环保力量。”国网天津营销
服务中心（计量中心）碳足迹计算器开发人员乔亚男说。

用户登录“网上国网”App，进入碳足迹计算器功能板
块，输入用能情况、饮食习惯、出行方式等生活数据，即可
自动生成个人碳足迹明细，从衣食住行用多角度展示个人
碳排放行为及其占比，以及年碳足迹量、消除碳足迹需要
植树棵数等信息。国网天津营销服务中心（计量中心）产
品策划部负责人李刚介绍：“当前中国人均碳足迹在6.6
吨/年左右，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目标是2吨/年，我
们希望借助碳足迹计算器，通过促进个人行为推动持续减
排。”自8月20日碳足迹计算器在“网上国网”App上线应
用以来，点击访问次数已超过10万人次。

个人碳足迹 App算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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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璐

“厉害，提气！”日前，赛诺医疗HT Supreme�支架首次
在爱尔兰成功完成商业植入的消息，鼓舞了天津生物医药行
业众多“圈内人士”，他们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点赞、转发。
赛诺医疗这款“以血管内皮功能愈合为导向”的支架此次成
功植入，标志着中国原创高端药物支架正式布局全球市场！

2007年，海外学成归来的孙箭华怀着“做中国原创”的
梦想，在天津滨海新区创立了赛诺医疗。14年以后，他原
创的新一类冠脉支架从这里走向世界。“创业伊始，我们就
坚持自主创新。如今赛诺拥有了国际一流的技术和产品质
量，可以走向国际巨头的主场和他们硬碰硬较量。”如今是
赛诺医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箭华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目前，1500多家各类生物医药
企业聚集滨海新区。2020年，滨海新区全区生物医药产业
产值超400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比重近七成。完善
的产业链条以及强劲的创新动力，对天津生物医药产业的
引领带动成效显著。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打造“1+3+4”现代工业产业体
系的重点产业之一。从核心项目引育、研发能力提升，到产
业环境的持续优化……天津正在着力增强生物医药产业
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下大力量涵养
产业生态，在生物药、高端医疗器械、智慧医疗与大健康等
新兴产业加速快跑。到2025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
突破1000亿元，年均增长10%，成为国内领先的生物医药
研发转化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天津已经驶入快车道。

聚集发展 企业茁壮成长

孙箭华闯荡国际市场的底气来自于多年坚持的原创。“赛
诺目前已具备8项核心技术、13种产品管线，在全球拥有207
项发明专利授权和独占许可，建立起完整自主的核心技术体
系。”孙箭华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开发的新一类冠脉药物支
架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日本主管机构批准开展大规模临床
实验的国产心脏支架产品，预计明年上半年将获得批准，拿到
全球准入。”
如今赛诺医疗的冠脉药物支架、冠脉球囊、颅内快速交换

球囊等已经走进国内上千家医院，其中三甲医院超过600家，
使用超过80万个。

赛诺医疗是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缩影，一批生
物医药明星企业根植新区，走向世界。埃博拉疫苗及新冠疫
苗生产企业康希诺，中国十大CDMO企业凯莱英，亚洲生产
规模最大的胰岛素企业诺和诺德，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
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
峰天然产物，亚洲最大的临床前CRO公司药明康德，国内中
药行业龙头盛实百草等，均在滨海新区这片沃土深耕多年。

世界动物保健权威机构日前发布的《2020年动物保健产
业排名》中，作为中国A股市场首家专注于兽药领域的上市公
司，瑞普生物以近五年营收增速229.2%的成绩跻身全球动保
企业前20强，营收增速排名第一。目前，瑞普生物有动物用
疫苗、药物制剂、原料药、中药和饲料添加剂五大类200多个
品种，3个单品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一，11个单品居国内第
一，是行业名副其实的领军企业。 （下转第2版）

滨海新区龙头引领 打造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

涵养生态 天津生物医药产业枝繁叶茂

凯莱英医药集团生产车间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新冠疫苗生产线

市政协召开第五十三次主席会议
盛茂林主持

本报讯（记者 刘平）近日，市
政协召开第五十三次主席会议，审
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盛茂林
主持。

会议决定，政协天津市第十四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9月28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天津市第

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修订后的政协
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会议成员
联系界别方案。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
则（修订草案）、关于市政协常委主题视
察情况报告（草案）和有关人事事项。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老师们，咱们还是要再注意一下，备课中的
思维导图，一定要更加清晰体现引领学生主动学
习的关键问题。另外，‘随堂测’要照顾到每一个
学生……”9月8日上午，和平区岳阳道小学教务
主任晏海霞随机走进三年级的3个班听课。利用
中午的休息时间，她把一上午的听课情况与授课
教师们进行了分享。

每个周三是岳阳道小学的“行政听课日”。
这一天，学校的14名行政领导会随机进班听课，
帮助教师把脉课堂教学。“守住课堂就是守住教
育教学质量。‘双减’之下，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
关键是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岳阳道小学校
长褚新红说。

岳阳道小学创建了多渠道、多策略的常态听
评课形式。除了“行政听课日”，在岳阳道小学，
7名市级骨干教师和50多名区级骨干教师每个学
期都会在全校教师“人人做课”的基础上再现“精

品引领课”。“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人人讲好一节
课”已经成为学校教师们的共识。提高课堂效率就
要求教师上好每一堂课，留好每一次作业。
“语文第二课复习10分钟，数学习题第2、3页

15分钟，英语背诵当日课文15分钟，总计时长40分
钟……”9日下午，岳阳道小学四年级年级主任王美
华，在电脑上登录了学校的智慧校园系统，在“作业
审核”板块，依次打开了年级各学科教师申报的当日
作业表。重点查验了各学科作业内容是不是简单的机
械重复，每个班级作业总时长有没有超过规定时长。
随后，王美华完成了当天年级作业的审核，接到审核
通过“通知”的各学科教师开始为学生布置作业。
在岳阳道小学，作业布置并不是件“简单事”。每

天15时前，所有任课教师在记录表中填写本班作业
内容、计划用时等，进行线上作业布置申报。随后，
年级主任对本年级的作业时长和作业质量进行审核，
通过的班级方可布置。教务处每周还会抽查各班学
生作业本检查完成和批改情况。 （下转第2版）

岳阳道小学：留“好”作业 不是“简单事”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上图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为学生们提供多元化

的课后服务内容，让课后服务寓教于乐。图为学生

们练习京韵大鼓。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

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
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
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要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
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
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奠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提供坚实
有力的制度保障。
《意见》提出，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目标是，到

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基本完备。以生态保护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度日
益健全，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为基本取向的综合补偿制
度不断完善，以受益者付费原则为基础
的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格局初步形成，
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显著增
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局
面基本形成。到2035年，适应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基本定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融在奋进者血脉中的

“两弹一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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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21年国庆节放假安排通知
如下：

10月1日（星期五）至7日（星期四）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日（星
期日）、10月9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

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科学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减少人员聚集，做好个人有效防
护，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假期。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9月12日

2021年国庆节放假通知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我市相
关部门大力推进信用修复工作，持
续推进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一
口受理、一网通办”改革，取得初步
成效。今年1至8月，全市已完成
行政处罚信用修复申请超5500件，
日均完成修复 35件，比改革前增
长200%。

据了解，今年1月，由市发展改
革委联合市市场监管委起草，组织
市诚信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其
他相关单位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
完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
保障信用主体权益的通知》正式印
发，实现了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

“一口受理、一网通办”。这项改革举
措通过信息共享，打破壁垒，解决了各
级信用网站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不同步的问
题，解决了市场主体需要在不同部门
重复进行信用修复的难题。

改革后，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
由原来需向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市场
监管部门分别提交申请，简化为由“信
用中国”网站统一受理，信用修复决定
通过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享至全市
各信用信息公示网站和原行政处罚信
息归集单位，市场监管部门在天津市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同步更新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一口受理、一网通办”成效初显

前八月完成信用修复超5500件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扫一扫 看全文

25.3万名外地返津学生完成筛查
校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采样已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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