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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
阳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
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

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
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
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

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
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
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
幸福晚年。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0 月 14 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讲话。

天津港

争分夺秒保电煤运输
装船平均效率每小时 2500 吨
9 月下旬以来疏运煤炭 344.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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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红

（记者
）争分夺秒，
全力以赴保电煤
运输！昨天一早，
记者来到天津港煤码头，
这里正是
一派繁忙景象——总长度达17公里的输煤皮带持续
运行，
将煤炭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船边，
装船机则迅速
地进行装船作业，
一艘艘电煤船舶快速起航……
在新建的智能集控中心里，天津港中煤华能
煤码头有限公司值班队长张力正一边轻点鼠标，
一边使用对讲机协调，
与同事们一起操控、监测着
码头上煤炭装卸系统的自动化运行。在堆场另一
边的调度楼内，调度室的秦葛鑫则在紧张地制定
着下艘靠港船舶的装船方案。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煤炭下水港口，天津港
担负着华东、华南地区电力用煤的运输重任。9月
下旬以来，
天津港煤码头开启了“连轴转”
模式，
全
力抢装、抢运电煤，
缓解下游用电压力。
“为了保障
煤炭运输，我们码头组织三班次接卸人员随时待
命，
确保到港电煤船在第一时间内装船，
装船平均
效率已达到每小时2500吨。”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
头有限公司孔祥瑞操作队队长张瑞元说。
据统计，9月21日至10月13日抢运电煤以来，
天津港共疏运煤炭344.7万吨。

上图 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
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清河等河道水位较高，易出风险，请
远离行洪河道和积水桥涵、道路
● 及时关注洪水预警信息，严
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切实做好自
身防范

静海区

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优良传统
勤勉履职服务发展
本报讯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天津师范大学志愿者走进鹤童航天北里日间照料中心，与社区老人一起做重阳糕、聊
天，陪他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相关报道详见第5版
大清河子牙新河洪峰先后抵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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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应急值守机制延长至月底
王音

（记者
）记者昨日从市水务局获悉，
受海河流域连续强降雨影响，
流域南部上游水库、河
道相继行洪，
我市南部地区大清河、子牙新河将有洪
峰过境。截至记者发稿时，
大清河洪峰已到达我市，
经海河干流分泄后，我市境内大清河水位已由最高
水位 4.91 米下降至 4.87 米，预计后期将继续缓慢下
降；
受子牙新河上游黄壁庄水库、献县枢纽流量上涨
影响，
滨海新区子牙新河水位还在持续上涨，
预计洪
峰于 10 月 14 日凌晨进入我市。

西青区

加固大清河沿岸低洼堤岸

杜洋洋

（记者
）静海区水务局按照市
水务部门部署，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对大清河沿岸
低洼堤岸进行加固。此次对大清河左堤老龙湾段
前后加固是在 7 月 27 日的基础上进行的，共 60 余
米，
加固厚度由 1.6 米增加到 4 米。加强巡查巡视，
区水务局联合独流镇成立了专门的值守队伍，安
排专人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各村也安排有专
人进行协防，
点面结合形成联防体系。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转多云

习
近
平
同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举
行
视
频
会
晤

盛茂林赴天津医科大学调研

提醒广大市民
● 当前南部地区子牙新河、大

（记者 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
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
贵在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
也是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人重情重义，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
敞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
展，
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
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
好，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这证明，
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
避免零和博弈，
实现互利共赢，
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
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
待中德关系，
愿同德方保持高层交往，
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
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
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
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
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
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
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
球两大重要力量，
有责任加强合作，
团结应对。双方应该从更
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
设性地处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
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
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
共同致
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
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
增进了相互理解，
促进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
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
力。我一贯主张，
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双方
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欧中
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
祝德中建交 50 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
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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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及时腾空河道 确保平稳泄洪

本报讯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市水务部门及时启
动应急响应，
全力组织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强化应急
值守，
局防汛调度、
河道管理等部门迅速行动，
24小时
在岗值守，
密切关注洪峰动向，
及时调整防范应对措
施；
加强巡视排查，
河系管理单位连日组织人员力量，
深入一线现场查勘水情工情，
及时掌握第一手情况，
为防汛指挥调度提供依据；
密切联系河北省、海委等
上游地区和流域部门，
实时关注流域及我市水情、河
道行洪状况，
滚动开展洪水演进预报；

刘平

（记者
）10 月 13 日，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带领部分市政协委员赴天
津医科大学调研，
观看纪录片《医之大者朱宪彝》首映，
并出席专题座谈会。市政协
副主席赵仲华和秘书长高学忠参加。
盛茂林一行实地参观了医科大学校史馆、朱宪彝先生纪念馆和生命意义展厅，
听取纪录片主要内容构思和拍摄情况介绍。座谈会上，
朱宪彝先生亲属、同事和学
生深情回顾了朱宪彝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崇高风范，表达了对朱宪彝先生的深切怀
念和无比崇敬之情。
盛茂林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天津医科大学建校 70 周
年。此次活动既是对医科大学七十华诞的最好纪念，也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有效举措。朱宪彝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临床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
天津医科大
学首任校长，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余年，
为我国卫生健康和医学教育事业
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纪录片《医之大者朱宪彝》生动展现了朱宪彝先生作为医学
大家、教育大师的传奇一生，
彰显了信仰之美、奋斗之美、奉献之美。
盛茂林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
“两会”
期间对进一步做好卫生健康和教育
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
在市委领导下，
强化责任担当，
勤勉履职
尽责，
努力为一域增光、
为全局添彩。希望医科大学广大师生学习朱宪彝先生悬壶济
世、
仁心大爱，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刻苦钻研、
严谨治学的崇高品格，
求真学问、
练真本
领、
出新成果，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朱宪彝等老一辈医学家、
教育家、
政协工作者为榜样，
努力为天津
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悉，
《医之大者朱宪彝》是天津医科大学和海河传媒中心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而联合打造的纪录片，旨在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服务人
民。该片将于 10 月 14 日 21：
20 在天津卫视首播。

王音

（记者
）西青区水务局加强对区域
内一级河道水位情况监控，
及时腾空河道，
降低泄洪
河道水位，
缓解行洪压力。相关街镇对穿堤建筑物、
两水夹堤等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巡视，及时清
除行洪河道阻水物，对存在溃堤危险的堤段妥善处
置，
确保东淀蓄滞洪区和行洪河道堤防安全。此外，
西青区加强国有泵站机器设备的检修维护，及时消
除泵站、水闸安全隐患，
确保各项设备安全运行。

北风 3-4 级 降水概率 40%

夜间 多云

封闭 5 座漫水桥 管控 17 座跨河桥

本报讯

王睿

（记者
）滨海新区沿河各街镇及
应急、水务、公安、住建、交运等部门对重点堤防
实施无死角巡查除险 ；沿河码头、船只全部暂停
作业，河滩地、入海口、农作物抢收、野外垂钓等
受洪水威胁区域人员全部安全转移，24 小时巡查
盯防危险地带，杜绝人员进入，同时安排可能受
泄洪影响的窦庄子、翟庄子 2 个村庄 3550 人做好
撤离准备；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下转第4版）

西南风 1-2 级转北风 1-2 级

降水概率 40%

—— 脱贫攻坚精神述评
温度 最高 16℃

最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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