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天津又有大动作。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我市
推动构建国际消费核心承载区，提升改造传统商业街
区，全年拟新开20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包括10家大型
购物中心和10家社区型购物中心，累计新增商业面积
148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100亿元，预计新增商户
2000余家，创造就业岗位1.5万个。

按照“一区一中心”的部署，许多商业项目对标
国际一流商圈和商业街，吸引国内外高端品牌和资
源，建设时尚商业综合体。例如，位于金街商圈西侧的
和平印象城是该商圈的又一地标性商业载体，预计在
国庆节前后开业；天津大悦春风里选址西青区中北
镇核心商圈，周边聚集了多个商业体，聚集效应将明
显提升。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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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月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必
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
求高尚纯粹的思想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
班式。
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

身立命之本。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
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而奋斗的班。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志存高远，不忘初心
使命，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民幸福而奋
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才能拥有高尚的、充实的人生。坚定
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坚定理想信念
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
境逆境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

理，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
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
自省，严守纪法规矩。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
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习近平强调，干部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要层层设防、
处处设防。要守住政治关，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
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
特别坚定，决不当两面派、做两面人，决不拿党的原则做交易。
要守住权力关，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坚持公正用权、依
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守住交往关，交往必须有原
则、有规矩，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要守住生活关，
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保持共产党人本色。要守住亲
情关，严格家教家风，既要自己以身作则，又要对亲属子女看
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
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
偏差。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
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
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
化、片面化。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
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
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
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
习近平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
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
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一定要真
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口号式、
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对当务之急，要立说立行、紧抓快
办，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对长期任务，要保持战略定力和
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要强化精准
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
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

是很多的。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是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厚实理论功
底，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使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按照客观规律推进。要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
磨练、增长本领。关键是要虚心用心，甘当“小学生”，不懂就
问、不耻下问，切忌主观臆断、不懂装懂。
习近平强调，只有全党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最
需要的是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无私者无畏，无畏者才能
担当、能斗争。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敢于负责才叫真担当、
真斗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
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
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担当和斗
争是一种格局，坚持局部服从全局、自觉为大局担当更为可
贵。要心怀“国之大者”，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
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
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
远利益。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我们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才能
从容应对一系列风险考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
得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年轻干部一定要

挺起脊梁、冲锋在前，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

学习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
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
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要深入研究和准确
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
高群众工作水平。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通过信访渠
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
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了解
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要高
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
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
对年轻干部的殷切期望，为广大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指明了努
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进一步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高度自觉，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王沪宁出席

3月1日，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高蕾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
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练就过
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锤炼对党
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高尚纯粹的
思想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
无悔的奋斗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学员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实干笃定前行，在大有可为的
新时代拼搏奋斗，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青班全体学员讲透了道

理、提出了要求、寄予了期望，既鞭辟入里又情真意切。”一名
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学员说，“作为科技领域的年轻干部，
我要筑牢理想信念这个总根基，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牢记初
心使命，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
标之中，在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中常修常炼、常悟常进，不
断践行和淬炼自己的理想信念。” （下转第2版）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学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张清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
新年伊始，一场抗击奥密克戎新冠疫情的“战斗”在津城

打响。全市6万多名退役军人挺身而出，勇敢逆行，奋战在核
酸检测、入户登记、人员转运、物资供应等各个岗位上，捐款捐
物430多万元，成为疫情防控中的一支“硬核”力量。

戎装虽脱 军魂仍在

“关键时刻，退役军人出列……”
1月8日，“硬刚”奥密克戎的战“疫”最先在津南区打响。

全市各级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并肩作战，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
“我是退役军人，我上！”31岁的津南区辛庄镇党政办干

部刘旭站了出来。他主动请缨，承担起全镇7万余人核酸检测
样本转运工作。样本要在2小时内送到实验室，转运工作马不
停蹄、不分昼夜。扫码、封箱、送检、装车、转运、交接……刘旭
每天要跑上20多趟，最忙碌的日子里，他连轴转了三天三夜，

几乎没怎么睡觉。“闻令而动，向战而行！”在刘旭看来，虽已脱
下军装，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担当一直都在。
退役军人、津南区辛庄镇综治中心干部张德康知道，这是

一场退无可退的战斗，必须全力以赴。协助开展核酸检测，扫码
登记，维护秩序……疫情集中暴发当天，张德康就奔赴已封控
的林锦花园小区，一直干到转天凌晨3时。而后，他又参加全镇
重点人群转运工作，共同安全转运500余人。 （下转第2版）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高蕾

他们不幸于身体的残缺，
心中却绽放着美丽的花朵；他
们体验着生命的曲折，脚步却
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再过几天，北京冬残奥会
将如期举行。新的冬残奥会传
奇将在中国上演，世界将为那
顽强与拼搏的运动风采欢呼沸
腾。与赛场上的美丽绽放相辉
映的，是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
自强身影，是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靓丽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
事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站
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高度，保障残疾
人基本民生、改善残疾人生活
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8500万残疾人成为社会大家庭
平等成员，正同全国人民一道共
享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关怀，始终如一

这是一个热烈又安静的
课堂——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

教育学校讲台上，美容美发课
教师王雅妮指着黑板上的知识
点讲解，同学们不时举手提问。
只是师生间的交流，都是通过
手语进行的。
成为一名教师是王雅妮从

小的梦想，点亮这一梦想的是
8年前那次令她难忘终生的温
暖会面。

那是2014年春节前夕，正
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
见到小雅妮，总书记笑容可掬
地向她学手语，还鼓励她好好
学习、学业有成。

温暖人心的鼓励，激励王
雅妮在逐梦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这份关怀里，蕴含着数十
年不变的深情。
“哎呀！你咋来了？”
1975年10月，离开陕西梁

家河那天，习近平同志一眼就在
送别的人群里看见了拄着双拐
的残疾人石玉兵，马上抢上前
去，拉住他的手，眼里蓄满泪水。

正因牵挂难割难舍，所以
时时念念不忘。（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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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综合体
今年“上新”20家
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戎装虽脱 初心不改
——天津6万多名退役军人冲锋在抗击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