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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委第十二轮巡察整改情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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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民主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

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

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

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

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

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三

个层面，其中国家层面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书法 人民就是江山 作者 梁天顺

父亲的中国心
王晓阳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耕过田、烧过
砖、经过商。他学历不高，眼界却不低，皆因
他有一颗中国心。

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分田到户
后，他精耕细作一亩三分地，收成往往比乡
亲要多一些。每次上交“公粮”，他总是很积
极，巴不得第一个把自己种的粮食送到粮
库。有人说他爱出风头，父亲不以为然：“国
家给我们土地和好政策，我们要懂得感恩，
回报粮食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不可以第一
个上交粮食呢！”

每到上交“公粮”前夕，父亲总要把稻谷
晒得干干的，翻来覆去地挑拣稻谷里的小石
子儿。父亲蹲下身去，目光专注，神色平静，
仿佛是在雕刻一件高档的艺术品。挑拣完
成时，父亲一身轻松，拍拍手上的灰尘，擦拭
脸颊的汗水，裂开嘴笑了。母亲走过来，嗔

怒说：“别人都是过关就行，你为什么如此认
真啊？”父亲郑重地说：“送给国家的粮食能
马虎吗？不挑拣干净，我就不放心！”

2006年1月1日，我国废除了延续两千
年之久的农业税。父亲不再上交“公粮”，但
是他对祖国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

父亲有个雷打不动的好习惯，爱看新闻
联播。每每看到祖国特大好新闻他就特别
高兴。印象最深刻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
我们全家聚在一起看直播，当香港回归交接
仪式如期举行，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缓缓升
起时，父亲激动不已，不停地感慨：“香港回
归祖国了，这是大喜事，我们要庆祝一下！”
父亲特意买了一瓶白酒，母亲准备了一桌丰
盛的饭菜。全家人洗手上桌，喜气洋洋，仿
佛过年一般，举杯共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父亲平时不沾酒，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连着喝了两小杯，喝得面红耳赤。直到母亲
一个劲地相劝，要他多吃菜少喝酒，他才停
下酒杯。那酡红的脸色一直留存在我的脑
海中，挥之不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牵动着
我们全家人的心。据母亲讲，当晚，父亲脸
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呆坐在电视前，母亲催
了好几次，他才慢吞吞地回房。他一夜辗转
反侧，心事特别重，直到天边发白才沉沉睡
去。那些天，父亲密切关注汶川地震消息，
干活没有心思，老是走神。母亲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要不你就歇一歇。”父亲沉默地
点点头，每天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汶川地
震的最新消息。有一天他递给我几张百元
钞票，说：“现在中央电视台公布了捐款账
户，我不会转账，你马上帮我把钱捐给灾
区！”我接过钱来，有点温热，还留着父亲的

体温，便安慰他说：“您不要太难过了。我这
就去转账！”

时光流转，父亲年过古稀，与母亲在乡
下过着清简的生活。每次我回老家看望他
和母亲，临走之际，他总是眼含希冀，“唠叨
式”告诫道：“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你
们要好好珍惜，遵纪守法，勤奋工作，不做亏
心事。”

我知道这是家风的传承，也是父亲殷切
的期盼，就毫不犹豫地拍胸保证，请他放
心。他欣慰地笑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父
亲一直念叨着想去看看红船，看看天安
门，完成他一生美好的夙愿。其实这也是
全家的夙愿。我们打算趁着国庆长假，去
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们都有一颗滚烫的
中国心！

祖国啊，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陈丽伟

祖国啊祖国，

我在海河之畔为您放歌！

如果黄河长江奔流着您的热血，

海河一样跳动着您青春的脉搏，

我像一尾鱼儿，

游动在她的怀中，

时时刻刻唱着对您的颂歌——

我歌颂您的悠久历史，地大物博，

让海河儿女生生不息，

革命历史波澜壮阔！

看今天海河源远流长，横亘北国，

两岸鲜花堆锦，中流舟船穿梭……

祖国啊祖国，

不都是您把幸福的种子尽心撒播？

祖国啊祖国，

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如果您是连绵不尽的山峦，

天津就是巍峨的山峰一座，

我是一只鸟儿，

栖息在她的树上，

日日夜夜唱着对您的颂歌——

我歌唱您的开放宏图，改革伟策，

让天津走向了整个世界，

也让世界知道得天津更多、更多！

看今日津门楼群栉比，车流如河，

工兴商茂，老幼欢歌……

不都是您悉心点亮领航的灯火？

祖国啊祖国，

我就在这里为您放歌！

这里的沽口曾炮声整天；

这里的南开曾伟人上课；

这里的滨海新区，已奏响新时代凯歌！

汽车电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

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巨擘，

在这里并肩携手，奉献硕果……

祖国啊祖国，

我在津门为您放歌！

其实，不仅仅我为您放歌——

您有十四亿儿女，

分布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当我为您放歌，相信他们，也在应和！

秋天，是金色的
徐学平

（上接第19版）

南开区政府机关党组（区机关事务

管理服务中心）巡察整改进展情况通报

（一）关于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强化

政治引领作用方面

一是针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不够彻底”问题，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制作知识
要点卡片，努力学深悟透，切实通过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汲
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

二是针对“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到
位”问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以及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认
真开展学习研讨交流，不断深化对上级
决策部署的理解和把握，强化落实的质
量和效率。深入推动“扎根网格、血脉
相融”实践活动，认真组织落实机关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入列轮值工作。

三是针对“深化机构改革任务落实
不到位”问题，选配干部充实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力量，严格按照机构改革任务
要求，制定完善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
作制度、科室职能、工作职责等。进一
步规范机关公务用车管理，认真落实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等各项
规定，科学合理利用公务车服务平台，
有效保障公务活动。
（二）关于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强化

为基层服务方面

一是针对“廉政风险防控重视不到
位”问题，严格执行《中共南开区人民政
府机关党组工作规则》，明确党组工作
规定要求，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
策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度和招投
标制度，坚持用制度管钱管物，更好发
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

二是针对“经常性提示提醒不够”
问题，切实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
理，严格执行考勤和干部请销假制度。
认真用好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及时
开展提醒谈话、批评教育等。坚持“以
案三促”，以身边人身边事为警为训为
鉴，及时传达中央纪委和市委、区委通
报的典型违纪问题，切实发挥反面典型
案例的震慑作用，时刻保持警钟长鸣、
警惕常在。

三是针对“担当作为的劲头还有
欠缺”问题，持之以恒改进工作作风，

强化担当作为，勇于迎难而上，积极
向兄弟区学习积累先进工作经验，进
一步优化办文办会流程，加强南开区
政府网站建设，优化调整网站栏目，
丰富政务页面内容，切实强化政务公
开建设。

四是针对“服务基层意识不够到
位”问题，坚持主动深入基层，主动问需
服务，密切加强同联系社区的沟通对
接，倾听基层意见建议，切实改进工作
作风，积极推动民心工程项目落实，及
时做好政务微博群众留言回复。
（三）关于落实新时期党建工作要

求，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方面

一是针对“党组统领党建工作抓得
不牢”问题，坚持把党建工作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着力破解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两张皮”问题。不断丰富党建
活动形式，组织开展志愿服务、集中观
影、学习研讨、工作培训等活动，进一步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二是针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的自觉性不够强”问题，进一步强化担
当意识，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班子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
切实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工作局面，
真正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三是针对“落实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不够高”问题，班子成员积极发挥“关键
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认真落实“双重
组织生活”，积极参与支部活动。加强
对各支部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监督检查力度，
将检查结果作为年终基层党支部书记
述职评议的重要参考，着力提升支部的
党建工作水平。

四是针对“党员发展工作、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还有差距”问题，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进
一步强化标准意识、程序意识和纪律
意识，落实发展党员“三级预审”制度，
开展党支部书记联审，确保党员发展
工作质量。坚持党组对干部选拔任用
全过程的领导和把关，切实把干部选
准用好。

区政府研究室巡察整改进展情况

通报

（一）关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

区委决策部署方面

一是针对“智库作用发挥不够明
显”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全
会部署，充分发挥政策研究、参谋助手
作用，高质量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组
织开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城市更新
等专题调研，形成一批较高质量调研成
果。积极为南开区“十四五”规划纲要
编制建言献策，主动融入《“创新南开”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工作。全力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联合
国研智库和区发改委、区合作交流办公
室等部门，对南开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进行全景式分析，为南开区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是针对“党组核心作用发挥不够
充分”问题，围绕本部门职责定位，注重
增强党组统领全局的意识，主动超前谋
划、加强顶层设计，认真研究制定《政府
研究室调研工作计划》，明确重点调研
方向和具体调研课题。积极争取市政
府研究室工作指导，与全市16个区政
府研究室建立调研工作学习交流机制，
不断开拓调研视野。深入开展“三走三
实际”调研活动，走基层了解社区治理
实际，走企业了解经济运行实际，走部
门了解重点工作实际，先后与区协同创
新办公室等14个单位部门建立联系机
制，创办《南开政务参考》《参阅资料》两
个刊物，截至目前共刊发31期。
（二）关于加强作风建设，严格干部

管理方面

一是针对“以文辅政质效不够高”
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重
要论述，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了
解实际，不断提高调研工作本领。持续
深化“作风建设年”工作，建立基层调研
联系常态化制度，拜人民为师、向人民
学习，每月深入基层问需求计，认真倾
听街道、社区党员群众意见建议，把群
众的“急难愁盼”体现在调研成果和《政
府工作报告》中。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坚持“扎根网格、血
脉相融”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社区开
展新冠疫苗接种动员、创文“双碳”公益
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群众解决居
家养老、物业管理、残疾人照料等实际
问题。

二是针对“干部管理不够严格”问
题，建立完善政府研究室《关于加强党
员干部八小时以外行为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关于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的
具体措施》《离津外出请假报备制度》等
制度规定，强化干部“八小时内外”监督
管理，开展履职谈话、廉政谈话、经常性
提醒谈话30余人次，完成科级干部家
访全覆盖。定期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和
廉政警示教育大会，及时传达学习中央
纪委和市委、区委下发的警示教育通
报，用足用好身边典型案例，做到以他
警己、以案为训。制定政府研究室《廉
政风险点及防范措施》《廉政谈话明白
纸》，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完善内控制
度，做到用制度管钱、管人、管物，主动
自觉接受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指导。
（三）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

内政治生活质量方面

一是针对“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还
不强”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区委部署要
求，对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等要求，高质量完成政府研究室
机关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
认真落实走进基层单位、走进红色教育
基地、走进社区群众、走进党章党史、走
进老党员“五进五提升”系列实践活动，
推动抓党建、促业务有机融合。

二是针对“统筹谋划干部队伍建
设不够有力”问题，严格执行《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发挥党组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统筹
谋划干部培养和职级晋升工作。坚持
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在严格把关、规范
程序上下功夫。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加大干部培养交流力度，2021年科级
干部晋升职级 2人，交流协助工作 3
人。强化干部综合能力水平提升，定
期举办青年干部座谈会，开展党性教
育、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专题培训，
激励干部解放思想、苦练事功，争创一
流工作业绩。

三是针对“组织生活会质量还不
高”问题，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党章、
准则、条例，高质量召开2020年度组织
生活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广泛征求有关方面和本单位党员干部
意见建议，认真、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切实达到红脸出汗、触及思想的效
果。健全党建工作领导机制，压紧压实
党建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三会一课”、谈
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日等组
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建任务的督促检
查，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
支撑；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文明的
推动；一个人的进步，需要文化的哺
育。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要“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高
度概括和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

民主：社会主义始终高扬的旗帜

民主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
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民
主更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民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
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个价值目标，
更是一种政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
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
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
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

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我们不
能以某种所谓的普遍的民主模式为
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和
道路选择。

政治发展道路正确与否，对一个
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决定性意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是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
条件的基础上长期发展、内生演化的
结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要求。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健全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推进政治
协商、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地汇聚
力量、建言献策。

选自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

秋天，是金色的。
金风送爽，金桂飘香，清秋时

节，清晨浓艳的朝霞，傍晚燃烧的彩
云，天地间的一切都仿佛被浓浓的
油彩重重地渲染过一般。放眼望
去，满山的果树硕果累累，散发着诱
人的香味；遍野的庄稼颗粒饱满，不
停地向人们招手致意。看那黄得耀
眼的果实，看那金色翻腾的谷浪，在
山顶上、在田野间，它们前呼后应地
簇拥着，把一望无际的辽阔大地织
成另一番景致，令人心旷神怡，流连
忘返。

秋天，是金色的。
在秋天，田地里的农作物饱满起

来了，豆荚摇铃，瓜果飘香，高粱涨
红了脸，玉米露出了金牙，稻谷开始
收割……这时节，农民总是起得比阳
光还早，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迎接日
渐成熟的庄稼。勤劳的农夫，手持
镰刀用银色的弧线在田里勾画出神
奇的图案，伴着“嗨唷、嗨唷”的劳动

号子，他们肩头担着金色的稻谷，满
载着丰收的喜悦。经历了辛勤劳作
的农民，正在品尝丰收后的甜蜜，微
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秋天，是金色的。
秋天披着一身金黄，迈着轻盈的

脚步，悄悄地来到人间。秋野似锦，
秋景如画。当秋天来到充满无限生
机的祖国大地，处处捷报传扬，莺歌
燕舞，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孕育着成
功的希望，积淀着丰硕的果实。这
是多么令人心醉，又多么令人兴奋
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秋天是美丽
的，但秋天更令人神往，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给华夏这片热土带来不
断前进的引擎，在金色的阳光下，秋
意深浓，将奏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最
强音！

秋天，是金色的。
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它同春一样可爱、妩媚，夏一样激
情、火热，冬一样含蓄、迷人。在满

山红叶、遍地
黄菊、秋虫啾
鸣的日子里，
更 激 励 人 们
无比向往，无
比 遐 想 。 中
国 梦 、民 族
梦、我的梦，
都 是 金 色 之
梦。中华儿女就是一群追梦的人，
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奋力拼
搏，辛勤奉献。和平崛起，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我们一
生追求的崇高理念。秋光绚丽，秋
色斑斓，我们的心田，也随着秋风泛
起阵阵金波。

秋天，是金色的。
蟾宫桂飘香，嫦娥奔月的美丽传

说世代相传相颂。中华民族传统佳
节——中秋节，九州同庆阖家欢，花
好月圆人团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无论海外侨胞，
还是两岸同胞，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都是龙的传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梦，我们共同期盼、共同祝
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在祖国华诞之际，更会唱响儿女心中
唱给母亲的那千万首颂歌。

秋天，是金色的。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它不

仅彰显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
着愉悦、欢乐和富足。秋天，是美好
的，但又是那么庄重、深沉、平和、愉
悦，并富有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