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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

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
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
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

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
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

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

乌镇开幕，主题为“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6日
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指出过去一个时
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
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
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
大义，勠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

统一，为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

总书记表示感谢。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盼
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融
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
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丁小溪 高蕾 范思翔

人才，强国之根本、
兴邦之大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面深入推进人才强
国战略，高瞻远瞩谋划
人才事业布局，大刀阔
斧改革创新，广开进贤
之路、广聚天下英才，
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踏上新征程，日益
壮大的人才大军必将进
一步支撑引领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
力支持。

举旗定向、谋

篇布局，为新时代

人才工作指明方向

2021年 6月29日，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
灯璀璨，气氛热烈。
伴着铿锵雄壮的乐

曲声，我国焊接领域“领
军人”、71岁的“钢铁裁
缝”艾爱国大步走上授
勋台，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为他颁授“七一
勋章”。
“大国工匠，国家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总书记同他亲切握
手、表示祝贺，殷殷话
语彰显爱才重才的深
厚情怀。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
键在人才。

回望百年，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
一部集聚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壮大人才的历史。
从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

定的因素”，到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百年大党求
贤若渴、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
接续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
卷中写下动人精彩的篇章。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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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平）9月26日，市政协
主席盛茂林深入市政协机关结对扶持的静
海区大丰堆镇后双柳树村、后明庄村调研，指
导推动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工作。
盛茂林一行实地察看了两个村的村容村

貌、路面路况、村党群服务中心等情况，与村
中老党员交流交谈，向村民问计问需，并看望
机关驻村工作组成员。随后，盛茂林主持召
开座谈会，与区、镇有关负责同志，村“两委”
班子和市政协驻村工作组同志交流，听取两
村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发展意见汇报，就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开展扶持工作等，与大
家一起研究思路措施。

盛茂林指出，开展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
工作，是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推动实现天津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部署和
市委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职责
使命、坚定信心决心，确保扶持经济薄弱村
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盛茂林强调，要下大力气建设战斗力
强、凝聚力强的党支部，充分发挥村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 （下转第3版）

盛茂林深入市政协机关结对扶持经济薄弱村调研时强调

齐心协力真抓实干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怎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既要

胸有大局、胸怀全局，也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只有经

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才能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发现

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态度。脚

下踩着泥土，眼睛望着民情，首先就表明了一种诚挚，能

一下子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群众或企业有什么急难

愁盼，就愿意和你说一说，有什么方法建议，也愿意讨论

讨论。而当一个党员干部把服务对象放在心中时，就更

容易想其所想、急其所急，做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准确

抓住工作的要害。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就能够“跑”在问题前面。宁河

区相关部门在走访调研一家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时，发

现企业存在网络数据安全问题，不但及时向企业做了反

馈，还在企业觉得棘手之际，邀请业内专家出手相助，最

终堵住了安全漏洞，避免了损失。因公殉职的全国优秀

县委书记廖俊波曾有句名言：能到现场就不在会场。他

的越野车在4年时间里跑了36万多公里，平均每天240

公里。我们常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腿脚跑得勤一

些，看到的东西更多一些，聚焦更深入、细致一些，主动发

现需求或问题所在，才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服务员”。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既要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

法，也应该变成一种长久坚持的机制。“和平夜话”“来家

坐坐，向您汇报”等活动，已经成为不断密切同人民群众

血肉联系的载体。经常走到群众中间、基层一线，了解忧

心事、烦心事，发现企业遇到的痛点、难点，应该成为日常

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

速反应”成为常态，就能给群众和企业带来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探访基层一线的真实情况需要党员干部时时“在路

上”，把脉问诊开良方需要我们经常“在现场”。多到群众

中去，多掌握群众和企业的所思、所想、所盼，就能更好地

找准着力点，把工作做到位。

眼睛向下 脚步向下
一个社区为何能走出两个“全国先进”
——河东区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创新基层治理见实效

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百年沧海桑田，百年伟大跨越。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并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最重要的历史结论，也是最宝贵的成功经验。

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新华社播发
“宣言”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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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今日起，我市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对《天津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
称《规划》）的意见建议。

按照国家要求，根据市委、市政府
统一部署，我市组织开展了《规划》编制
工作。《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天津的资源环境
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国土空间。
目前，《规划》已形成阶段性成果。为让
公众充分了解《规划》内容，广泛听取各
方意见、凝聚社会共识，自2021年 9月
27日至2021年10月26日，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公示采用网站、媒
体和现场等方式同步进行。社会各界可
通过邮寄、发送电子邮件或公众号留言
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程彦龙 韩雯

一个社区“两委”班子，走出两个“全国先进”，这并不多
见。但在河东区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2021年6月，就迎
来了“双喜”临门——

一个是张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荣获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
一个是殷刚，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公安河东分局二号桥

派出所社区民警，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金花”遇上“警星”，联手治理社区。如今，陶然庭苑社区

已从“大杂院”变身“小花园”。不同的殊荣背后，同样的心路
历程——坚持党建引领，用心用情服务居民，激活共建共治合
力，实现社会事务与社区警务双促双赢。

中秋节前夕，记者走进陶然庭苑社区，这里绿草如茵，环
境优美，和煦的阳光洒在绿色长廊的藤蔓上，老人推着童车陪
着小孩玩耍，三五成群，有说有笑，一幅温暖祥和的“陶然”画
卷扑面而来。

党建引领:一颗“丹心”破解治理难题

“瓜菜遍地长，鸡鸭满地跑”，想起当初的陶然庭苑社区，
张丽和殷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字“乱”。环境脏乱差，违建
“比着盖”，物业不作为，居民意见大。

解决社区治理问题，建强基层党组织是关键。为了筑牢
社区党组织“轴心”作用，河东区着力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选
优配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2017年11月，工作能力突出的
张丽被选派担任这里的新“当家人”。
张丽坦言，听说来陶然庭苑社区当书记，自己哭了一个晚

上，这里的问题有多难，作为业主的她心里最清楚。好在还有比
自己早来4年的社区民警殷刚搭档，让她心里踏实了很多。
居民不满，人心涣散，工作开展处处碰壁，如何凝聚人心，尽

快找到突破口？大家形成共识：坚持党建引领，先抓党员队伍。
“当时社区有49名党员，就想把大家攒齐，开个党员大

会，听听意见建议。”张丽说起当时的情形，会上，居民沈阿姨
给了社区新党委班子的“见面礼”，就是给精神二级残疾的儿
子解决一辆轮椅。张丽明知道这种情况申请轮椅不够资格，
但她还是满口答应了，因为她知道，一定要让大家信任，不管
有多大困难，哪怕是自己掏钱买一个也行。
“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当天下

午，当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协调把爱心企业捐赠的轮椅送到沈
阿姨家时，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件事之后，沈阿姨逢人就讲，
这届班子不一样了！
从此以后，社区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参与的积极性

高了，就如何治理小区之“乱”争相说出心里话。“我们负责把
征求的意见梳理后，列成清单，逐项落实。下个月党日活动
时，再给大家汇报，哪些干完了，哪些还没干。”张丽笑着说，那
时候他们就开始“向群众汇报”了，2019年，市委将河东区率
先开展的“向群众汇报”做法向全市推广。
真办事，办实事，方能赢得民心。随着社区党组织在居民

心中威信的提升，大家参与治理社区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社区
107个楼门的楼门长，从原来的近40名党员发展到了96个。
“一花引得百花开”。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走进楼

门里，选出“红色”业委会，引进“红色”物业公司，成立以退休
党员为主的“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委推动、党员行动、
居民互动，陶然庭苑社区共建共治之花越开越艳。2021年，
社区党委荣获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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