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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体育系统开展安全生产法培训

加强安全意识强化法治思维

南开区体育局举办健身活动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日前，南开
区体育系统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刘
振华，就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进行专题
培训，旨在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提高体育系统干部职工、社会组织及行
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强化法治
思维。据悉，此次培训按照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有关要求，采取“现场+视频”相
结合的方式。

培训中，刘振华围绕建立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构建双重预防机制、落实
“三管三必须”、全面加大违法的处罚力
度等10个方面重点内容，对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了

全面、系统、深入的解读。通过与修订
前的法条内容进行对比讲解，选取部分
引发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分
析，起到了强调重点、加深印象的良好
效果。此次培训内容丰富、案例生动，
为体育系统相关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
普法教育课。

参加培训的人员表示，通过学习，
强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基础知识的掌握，加强了解该法规主要
变化和条款解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开展体育执法以
及日常训练工作具有深厚指导意义。

左图：南开区体育系统开展安全生
产法培训现场

日前，南开区体育局联合区体育
产业协会共同举办以“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全民健
身展示系列活动，旨在推动群众体育
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活动中，评选出来的 13 支优秀
健身队伍分别深入社区、广场、公园

等健身场所，开展小型多样的健身
展示。

为确保此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区
体育局结合全区实际和疫情防控工作
具体要求，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采
取验码预约、人员限流等措施，免费开
放绿水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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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喜讯

日前，南开区体育局青少年业余
体校排球队派出的4支队伍参加天津
市青少年排球比赛，经过2天的激烈比
拼，共获得男子丙组一队和平赛区冠
军、男子丙组二队和平赛区亚军、女子
丙组一队和平赛区亚军。

据悉，“奔跑吧·少年”2021年天津
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市22

个单位的55支运动队、近600名青少
年运动员参赛。南开区队员通过此次
比赛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通过比
赛检验了训练成果。

近年来，南开区排球队在梯队建
设、竞技水平提升方面稳扎稳打、逐步
提高，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多名优秀后
备人才，并多次在市级青少年排球赛事
中取得优异成绩，积极响应“排球之城”
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

南开区青少年排球队

斩获“一金两银”

上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五人制女子组项目比赛中，南

开区队从6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摘获银牌，为津门父老争得了荣誉。

日前，由天津市体育局主办、天津
市体操武术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及
天津市体操运动协会承办的2021年

天津市青少年艺术体操冠军赛在西青
区霍元甲文武学校落幕。

经过4天的激烈比拼，南开区代
表队在本市8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D组团体第一名，徒手集体第
一名；B组个人全能第二名；A组团体
第二名，徒手集体第二名，两金、三银
尽收囊中。

南开区青少年艺术体操队

摘得“两金三银”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日
前，区委各巡察组分别向本轮巡察
“回头看”的4个街道以及巡察所属55
个社区党组织反馈了巡察意见建议，
区有关领导，以及区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区委各巡察组组长出席巡
察反馈会议。

本轮巡察中，区委巡察组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认真落实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
巡视四组巡视南开区反馈会议精神，紧
扣街道社区职能责任，紧盯领导班子和
“关键少数”，深入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决策和市委部署
要求情况，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问题，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
欠缺问题，督促被巡察党组织强化政治
担当，坚决履行职能责任，充分发挥巡
察政治监督作用。

会议强调，各被巡察单位要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巡察整改工作的
重要意义，切实把巡察整改作为当前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整改成果转化
为推动街道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
力。要坚决压实责任，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整改
落实，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地见
效。要持续改进作风，聚焦重点、精准
发力，追根溯源、举一反三，切实做到
真抓实抓、真改实改，为做好街道各项
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指出，街道党工委要承担与
社区联动整改的政治责任，要准确把
握政治整改要求，增强整改的政治自
觉。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政治责
任。要坚持“四个融入”的要求，强化
“三级递进”整改。

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致表
示，巡察组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切中
要害，各街道和社区党组织诚恳接受、
照单全收。坚决把贯彻落实中央和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区委工作安排与履行
自身职能责任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决扛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和
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总结、深刻反思、
剖析问题、找准症结，聚焦“人事因制”

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
岗、要求到位，确保整改任务落实落地。
现将巡察反馈意见摘编如下:

区委第一巡察组向长虹街道反馈

巡察“回头看”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履行巡察整改政治责任有不
足。存在组织领导不够得力，整改重
形式轻实效的问题。二是贯彻执行
党中央和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不够严
格。主动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新理论
新思想新论断指导工作意识还不到
位，履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属地责
任有欠缺，安全责任意识不够强，统
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有不足。三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够牢固。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
够严格，担当作为有差距，执政为民
的思想还需提高，工作作风不够严
实，廉政风险防范意识有欠缺，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依然存在。
四是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够强。对基
层党建工作重视不足，党内政治生活
不够严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轴心”
作用发挥不到位，共驻共建工作标准
有待提高。

整改意见：

一是加强对巡察整改工作的思
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切实运用好
巡察成果，举一反三推动巡察问题整
改到位，以整改实际成效推动工作。
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细属地责
任。三是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坚决
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健全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四是突出对重点部
门、关键岗位的监管，克服好人主义
思想，抓好各项工作制度的落实。
五是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充分发挥街道统筹作用，运用
“吹哨报到”机制，共同解决好群众
合理诉求。六是落实市委、区委关
于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决
策部署，积极研究谋划党建工作，强
化街道党工委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
核心作用。

区委第一巡察组向长虹街道盛达

园等13个社区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和上级决策部署要求不够严格。运用
新思想、新理论指导社区工作实践不紧
密，在平时工作中往实里抓、细里做不
够。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牢。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工作
作风欠扎实，落实安全责任意识不够
强。三是党组织建设有短板。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有差距，组织力和凝聚力不
够强，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
分，党建基础工作不扎实。

整改意见：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市委、区委重要部署要求。结合社
区实际深入研究和探索，提高社区精准
化精细化工作能力。二是增强为民情
怀，深入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深入了解群众需求，真正做到
察民情、解民意，着力协调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三是夯实
党建基础工作，提高党员教育管理水
平，切实发挥政治“轴心”作用。

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华苑街道反馈

巡察“回头看”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巡察整改的政治责任履行不
够到位。落实整改任务用力不足，在抓
实抓细抓出成效上尚存在差距。二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不到位，推动重
点工作任务不够有力，高标准服务居民
百姓的意识尚待加强。三是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履行不到位。持续推进正风
肃纪不够坚决有力，违规违纪和作风不
实问题仍有发生。四是党建工作重视
程度不够高。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充
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有
待提升。

整改意见：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担负起
巡察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巡察发现的
问题条条整改、件件落实。二是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树牢宗旨意识，主
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进
一步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强化正风肃
纪，从严从实锤炼过硬作风。四是突出
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队伍建设。

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华苑街道天华

里等12个社区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不
到位。为民服务理念树立不牢固，履
职尽责标准不高，社区党组织“轴心”
作用发挥不充分。二是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纪律规矩意识
淡薄，作风建设有缺失。三是社区党
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党建基础
工作不扎实，社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日常管理不规范。

整改意见：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建引
领，注重社区党的建设，促进社区建设
全面发展。二是强化宗旨意识，全面
提高服务质量，以强烈的宗旨意识和
责任意识提供精细化、对口化、专业化
服务。三是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增强
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水平。四是注重抓
好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落实各项组
织生活制度，不断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感召力和战斗力，努力营造良好的干
事创业环境。

区委第三巡察组向学府街道反馈

巡察“回头看”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落实巡察整改韧劲不足。缺
少“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没有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二是政治引领作用发
挥不够明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街道社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不够深入，对“十四五”规划和区委
部署的重点工作重视不够，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还不到位，推动整改
成果转化有差距。三是抓全面从严
治党持续用力不足。作风建设有短

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够到
位，担当作为精神有欠缺，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仍有发生，廉
政风险防控意识不够强。四是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有差距。党
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领导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制度建设还有短板。

整改意见：

一是强化政治责任，正视巡察反馈
指出的突出问题，做到巡察整改全覆
盖、动真格、见实效。二是突出政治引
领，自觉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
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确保上级
要求落地落实。三是树牢为民情怀，履
职尽责担当作为，解决好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四是全面梳理廉政风险点，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预防出现管理漏
洞。五是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向纵深发展。

区委第三巡察组向学府街道府湖

里等14个社区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有欠缺，落实党中央和市委、
区委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党群服务中
心功能不够强，凝聚群众作用还有不
足。二是作风建设有欠缺。与密切联
系群众要求存在差距，工作作风不够
扎实，为民情怀和主动作为精神还有
不足，回应居民诉求不够，持续发力攻
坚克难不到位。三是党工委“轴心”作
用不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欠
缺，党建基础工作不够扎实。

整改意见：

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到将党
中央和市、区委的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地。二是提高政治意识，制定长
效措施，提高社区党委凝聚力。三
是厚植为民情怀，主动担当作为，
使利民效果让居民“看得见”、便民
服务让居民“摸得着”。四是树立
基层党组织威信，切实履行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
水平。

区委第四巡察组向嘉陵道街道反

馈巡察“回头看”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履行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有欠
缺。检视问题不够深入，问题整改不够完
全彻底。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区
委决策部署有差距。落实“十四五”规划
要求不够有力，党工委政治引领作用不够
充分，“轴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群众意识
树立不牢固，为老服务意识有欠缺。三是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欠缺。风
险意识不强，作风建设有短板，防范化解
安全风险的责任没有完全压实。四是党
建工作抓而不实。干部队伍建设存在薄
弱环节，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够严格。

整改意见：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推动巡察整
改往实里走往深里走。二是切实发挥政
治引领作用，不折不扣把中央和市委、区
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三是聚焦主责主
业，强化担当作为。四是增强为民服务意
识，持续不断改进作风。五是坚持从严管
党治党，切实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区委第四巡察组向嘉陵道街道易

川里等16个社区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有欠缺。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区
委重大决策部署有差距，政治功能发挥
不够充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有差
距。二是为民服务用心用情不足。全面
从严治党不够严实，作风不够扎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短板，为老服务不
足，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有欠缺。三是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不够到位。社区党组织
“轴心”作用发挥不充分。

整改意见：

一是切实发挥社区党委政治功
能作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市委、区委重大决策部署。二是
增强为民服务意识，着力解决居民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三是切实
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强
化作风建设。四是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作用，增强社区党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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