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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确保巡视整改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9月 25日，津

南区委常委会召开市委巡视三组巡视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大
的政治定力、强烈的政治担当抓好巡视
整改落实工作；抢抓历史机遇，厚植发展
优势，争创一流业绩，全面开创津南绿色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紧扣市委巡
视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严格
落实整改责任，确保巡视整改落地落
实。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并做总结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光华，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孙长顺，区政协主席方昀，区委副书
记唐小文出席。市委巡视三组、市纪委
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到

会指导。
区委常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新发展理念等重要论述，学习市
委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市
委巡视三组巡视津南区的反馈意见，广
泛征求意见，开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
照检查材料和发言提纲，为开好民主生
活会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会议开始前，区委常委会班子成员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会
上，刘惠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对照检查，紧
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落实整改政治责任”等四个方面，
查找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问题原因，明
确提出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常委会同
志们逐一进行个人检视剖析。自我批评
既找理论短板、工作弱项，又找思想差距、
作风不足，问题根源分析透彻，整改措施
详实具体；相互批评直指问题“病灶”，开
诚布公、切中要害，达到了红脸出汗、排
毒治病的效果。
刘惠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区委常委

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巡
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市
委对巡视整改工作的具体要求，坚决
扛起巡视整改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
工作责任，全力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巡视整改作为
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的具体体现和必须
完成的政治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全面落地落
实。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组
织领导，区委常委会要带头抓好整改，
区委常委同志要发挥“关键少数”作
用，坚持本人改、本级改，持续跟踪督促
进度，推动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进一
步完善整改机制，着力把巡视整改工作
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推动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合
起来，认真落实“三级递进”整改要求，
做到系统整改、源头整改，以巡视整改
落实的成效推进津南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9月29日，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
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正式启幕。这是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
品牌最齐全的国际汽车展览会，总展出面积20万平方米，吸引到国内
外主流车企高规格参展，展会将持续至10月5日。
据了解，本届组委会将联合各参展汽车品牌共同打造的购车抵用

券活动，津南区将在2021年金秋国际消费季购车消费券活动中投入
1000万元，在展会期间发放汽车消费券，助推汽车消费潜力释放。

2021天津汽车展览会启幕

津南区1000万元消费券助力

本报讯（记者 于素懿）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和
正确引导全区选民依法参加换届选举。9月28日，津南区开展人大换
届选举宣传日活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副主任韩凤敏、孟繁兰、
赵铁林，分别深入八里台镇、咸水沽镇、葛沽镇、小站镇等集中宣传点开
展宣传。

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了过往居民驻足观看。工作人员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致津南区全体选民的一封信》
等多种方式，向现场居民宣传普及换届选举的相关知识，号召广大选民
积极参加投票选举，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群众对全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活动当天，各街镇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依法开展换届选举
宣传”主题，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宣传方式，点面结合，广泛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宣传活动。

津南区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宣传日活动

选民依法参加换届选举

本报讯 9月21日，津南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阶段方案，听取工作进
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
记、区长邓光华，区委副书记唐小文出席。
会上，规划和自然资源津南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和

设计团队分别汇报了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阶段方案的相关情况。与会同志紧
密结合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际，从国土利用、空间布
局、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
并根据各自分管领域和相关工作实际对该方案提出了
意见建议。
会议对前期规划编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
政府总体部署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做好全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修改完善和深化
细化工作，引领推动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实现多规合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引领津南未来发展的需要，要
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津南负责的高度，高
标准、高质量编制规划，为津南未来发展夯实基础。发
展空间要再精准。在精准摸底、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注
重科学论证，准确把握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
等各类用地需求，进一步明确空间发展形态，使规划精
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格
局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发展布局要再清晰。
以发展的眼光谋划布局，立足动静结合、疏密结合，围绕
乡村振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园区围城治理、交通运输
等方面，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最大限度地为城市未来发展留足空间。主题目
标要再提升。按照“科创会展城”的目标定位，深化细化
各类专项规划，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各类专项规划
的有效衔接，提出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远景目标和发展定位，确保规
划更具前瞻性、引领性和可操作性。津南特色要再鲜明。坚持把生态优
先、绿色高质量发展融入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各领域，深入研究津南的资
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突出津南的“底色、特色、本色”，以创建天津市“双
碳”工作先行示范区为引领，加快推进绿色生态示范区、创新发展聚集
区、会展经济功能片区建设，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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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闸口镇前进村——

“网红”小村再现美丽田园

西小站村村民乐游美景 唐文博摄

仲秋时节，走进津南区八里台镇西
小站村，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铺
展开来：田间的水稻已绿中泛黄，水泥路
一直往远处延伸，农家小院和观景木廊
沿道路而立，休闲广场设施齐全，一汪由
废水池改造的荷塘吸引了村民前来游
览，游人脸上笑容洋溢、怡然自得……
西小站村有着传承数十年的红色基

因。“当年，老百姓就是沿着这条路送军粮
的。”西小站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范炳安
说，“去年，村里整修了这条路，取名军粮
路，就是要传承西小站的红色基因。”现
在，军粮路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红色教育
基地。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该村定期组织活动，让孩子们穿上
军装，扛着“枪”，推着独轮车，装着“粮草”
和“弹药”，重走军粮路，在游戏中感受当
初革命战争的艰辛，重温军民鱼水情。
提起西小站村就不得不提到西光剧

社。剧社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带着自
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翻天覆地的人》
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传承，西光剧社重新排练传统红色戏
剧《翻天覆地的人》《挠秧号子》等剧目，
再现当年风采，又排演了《绣红旗》《东方
红》《长征》等多部红色戏剧。如今的西光
剧社成为了西小站村文化地标，很多游客
慕名前来，一睹传统红色舞台剧的风采。
“西小站村有着130余年的历史，一直

拥有重教、崇文的传统。村里对于人才培

养、科技兴农一直非常重视，村民也愿意
感受新技术带来的新体验。”西小站村党
总支书记李路鑫边说边带着游客走进村
里新引进的数字博物馆体验。
数字博物馆项目是首家天津博物馆

数字移动博物馆分馆，位于西小站风物

馆旁。其运用5G+VR+AR技术，不仅
能让百姓不出村就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也为特色乡村旅游增添了新亮点。

西小站村还将围绕村史馆、美术馆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现有载体，主动对接
科技元素，打造田园与科技相结合的游览

项目，让更多年轻人关注农村，建设农村，
真正实现用科学技术推动乡村振兴。

西小站村拥有 140 多亩的“百谷
园”、近300亩的“小站稻田”、特色大棚
等生态旅游项目，既可进行农业科普，又
可进行生态采摘，同时依托农田区域、乡
村体验、艺术活动等载体，陆续推出全时
全季旅游节庆活动，推动一二三产业转
型提升和创意融合，打造全年旅游目的
地。目前，村内已吸引了掐丝珐琅、观照
轩、大漆葫芦等村内外传统文化传承人
前来支持农旅融合乡村振兴项目。同
时，该村还带动周边南义葡萄、北中塘无
花果、小黄庄信鸽等特色产业发展，打破
村域边界，互为补充，互相促进，连点成
片，加速乡村振兴。

西小站村党总支书记李路鑫说：“如
今西小站村农旅产业的发展，源于这些年
津南区大力完善提升农村住房、交通、卫
生等环境的基础上。下一阶段，西小站村
将在讲好农村故事，发展“美丽经济”上
精耕细作，让百姓、游客、‘新村民’享受
绿色筑梦的田园新生活。”

记者 唐文博

八里台镇西小站村——

农旅融合入佳境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9月23日，津南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三
届稻米节在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成功举办。市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同志，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光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
出席。

邓光华在活动中致辞，向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他表
示，津南区要着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
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力抢抓“三区”建设重
大机遇，加快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推动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为广大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奋斗目标。

活动中，农民代表武庆树讲述了自己40余年的务农经历，分享了
农业合作社3000余亩农作物喜获丰收的好消息；来宾和群众现场品尝
了小站稻米糕、葛沽蟠桃等特色农产品；精彩的文艺演出，多形态、立体
式展现津南区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千姿百态的
丰收美景以及广大农民的时代风采。

津南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第三届稻米节成功举办

时讯

金秋时节，走进津南区北闸口镇前
进村精心打造的千亩生态园，记者看到，
占地50亩的池塘中莲叶接天，周边一望
无际的稻田间，人游如织、白鹭翩飞、稻
浪滚滚……这幅悠悠展开的美丽画卷，
是前进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果；这
座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文明和谐的网红
小村，让村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奔头。

曾经的一段时间里，前进村为了发
展经济，引资金、建厂房，聚集了20多家
机械加工类企业，可谓“户户冒烟”。近
年来，前进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在村两委和驻村帮扶组的带领下，告别
了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
式，先后进行了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发展
模式绿色转型、乡风文明提升、开发乡村
旅游等“大改造”。在村内安装安全饮水
设施，建成了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了一户
一厕；累计改造村庄道路2万平方米，各
主干胡同、里巷道路硬化、美化面积达到
100%，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里先后被
农业农村部和中央文明委评为“2020年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六届全国文明
村”，并在2021年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为了充分释放“绿色红利”，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的有机融合，前进村积极
探索“社会资本+村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把农户分散的
农田逐步流转起来，大力发展都市休闲
生态农业，精心打造千亩生态园，利用
550亩稻田开展稻鱼、稻蟹混养项目，利
用200亩林地发展林下经济，散养鸡鸭
鹅等家禽，抓住春种、夏管、秋收等重点
时令，推出稻田插秧、水田捕鱼和“蟹蟹
有你”“等你稻来”等旅游活动，提高农
业附加值，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前进村负责同志介绍，下一步，前进

村党支部将以加强农村党建为基础，以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以建
设田园综合体为方向，与社会资本方合
作，全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工作，成为都
市型休闲农业新地标。 记者 李国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