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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党员干部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发挥先锋作用，

就是一种信心和力量。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自觉，是各级干部

的责任，也是最现实的检验。

“心中常常牵挂”，所以“时时放心不下”。“时时放心不下”是一

种干事创业的责任感。放心不下的是什么？是发展的目标任务、

百姓的安危冷暖。为官一任，守土有责，就要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面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绷紧思想之弦，争分夺秒、以快制快，力争赢得主动；面对

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住市场主体，支持产业

链畅通，加快项目落地建设，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毫不松

懈的精神状态和缜密科学的工作态度，对萌芽状态的问题及时发

现、尽早防范，对发展的难点痛点科学研判、及时化解，统筹兼顾、

求真务实，才能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时时放心不下”，是一种思想自觉，也是一种行为自觉。放心

不下，贵在“时时”，也难在“时时”。当前，疫情防控、助企纾困、保

障民生等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

加的复杂局面,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要

求我们要保持“时时”的恒心和韧劲，狠下抓落实的真功夫。拿产

业发展为例，从工作力度看，要在“新”与“旧”的转换上持续用力，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从工作环节看，要在点、线、面上做到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既着眼产业链，也聚焦企业发展，确保工作不留死

角，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时时在线、事事关心，把疫情影响降

到最低，扎实完成目标任务，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现实图景。

前进道路上越是有艰难险阻，越需强化责任意识、焕发担当

精神。对百姓的事、对发展的事，“时时放心不下”，时刻把经济社

会发展责任扛在肩上，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头，我们就能找到方

法举措，就能有勇气战胜各种困难，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本报记者 刘雅丽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13年5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津视察，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
“三个着力”展现宏阔的战略视野、深邃的时代思考、殷切的

关怀嘱托，睿思纵横、语重心长。这份重托与期许，也是一份厚
重的考卷，镌刻在天津发展史上，铭记于海河儿女的心中，也谱
写在生机盎然的津沽大地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天津以发展

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以民生为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持续努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以党建为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了坚强保障。

谆谆嘱托言犹在耳，海河两岸航向清晰。9年久久为功，天
津奋楫笃行，踔厉奋发向未来。

坚守新发展理念 咬定高质量发展

9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总书记在天津视察，深入基层一线，
察看小麦长势、关心滨城发展、牵挂科技创新、惦念就业创业。

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判断形势，增强信心，综合施策，扎实工作。
经济增速一度全国领先，现实却遭遇“成长烦恼”：产业结构偏

重偏旧、新动能后劲乏陈、资源环境难以为继……曾几何时，天津
面临“路向何方”的艰难抉择。

探寻发展密码，深刻领会“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之路就在脚下。
这是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施工——
“津城”与“滨城”间黄金发展走廊如何利用？建设开发来钱

快，串联成片也自然。天津却拒绝“摊大饼”，选择留白留绿留璞，
规划建设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

生态屏障、津沽绿谷，5年挥锹培土，如今这卷“不走寻常路”
画作，已水丰绿茂成林成片，有机融入京津冀生态网络。

植此深绿，只是天津“871”重大生态工程的一个章节，875平
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专家估算，津
沽大地近三分之一的国土空间被作为生态空间严格保护、修复。
绿色不仅着墨重大工程，家门口公园也年年“上新”，河西区新八

大里以南，依复兴河而居，天津首个绿色海绵城市公园今春开园。抬
脚进林荫道，推窗享“森呼吸”，周边居民交口称赞，“这生活才惬意”。
“绿动”天津，市民感受颇深，大气环境质量一年胜一年，去年

优良天数比例达历史最好水平，PM2.5 平均浓度比上年改善
20.4%…… （下转第3版）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

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

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
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
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提出了8项重点任务。一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

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
文化数据库。 （下转第3版）

■新华社记者

这是百年党史长卷极具标志性的
重要节点，是中国文艺划时代的耀眼
坐标：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
指明正确方向，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
有了前行明灯。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
和文艺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新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广大
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向、与时代同
步同行、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奋力书
写民族复兴壮阔史诗。

从延安出发

中国国家博物馆精心打造了一座
长12米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会者大
合影墙。巨幅黑白影像中，一个个朴
素而振奋的面庞，定格了时光。

1942年的中国，正值民族生死存
亡关键时刻。这一年５月举行的延安
文艺座谈会，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
中国文艺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由文艺工

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
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鲜明地
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
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
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他向广大文
艺战士发出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
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
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参会者、作家刘白羽后来形容：“我

甚至感到整个世界的重量此时都凝聚
在中国的西北高原和这一片黄土地之
上，凝聚在这会场里每个人的心上。从
此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文艺
工作者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到人民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
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创作了一
大批代表“延安文艺”的作品：长篇小
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荷花淀》，民
族歌剧《白毛女》，民歌《东方红》《翻身
道情》……直到今天，这些红色经典仍
给人启迪。

文艺为人民，是一条从延安出发
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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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忠在市防指检查部署全员筛查和疫情防控

增强底线思维 坚持系统施策
扎实有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金湘军参加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殷殷嘱托 温暖回响
——天津坚定不移沿着“三个着力”航向奋楫前行

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自觉

昨日是“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逝世一周年的日子。由袁隆平

团队研发的“巨型稻”近日在我市宁河区插秧，这也是

“巨型稻”在我市首次大面积试种。除高产、超耐盐碱

等特性外，成熟“巨型稻”高度可达1.8米到2.2米，“禾

下乘凉梦”将在我市变为现实。图为宁河区东棘坨镇

东白庄村百亩水田里，插秧正在进行。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田雨宸 摄

“是总书记的嘱托给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2版

人民领袖和天津人民心心相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四次到天津视察调研，坚实的足迹印

在津沽的农田、社区、学校、企业、赛

场，温暖的话语回响在各行各业人们

的耳畔，殷殷的嘱托激励千百万天津

人民踔厉奋发，光辉的思想引领天津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进程，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道路

上勇毅前行。

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宣

布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

友谊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

略深入实施，总书记四次与天津“零距

离”，为天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

动力、精神动力、工作动力。“要志在万

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

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摸准居民群众各种需求，及时为社

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要爱

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要扭住实体经济不

放，继续不懈奋斗，扎扎实实攀登世界

高峰”“必须创造条件、营造氛围，调动

各方面创新积极性，让每一个有创新

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

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谆谆教诲，

让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信心在津沽

大地升腾；关心厚爱，化作海河儿女建

功新时代的不竭动力。

今天，本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隆

重开栏，我们将和全市读者一起回

访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重温总书记

的教诲，记录天津牢记总书记嘱托，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群众生活

质量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结

出的丰硕成果。

开栏的话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

集装箱码头投产运营。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外景。

（本报资料照片）

宁河试种“巨型稻”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2 日上午，市委书记
李鸿忠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调度部署全员核酸筛查和疫
情处置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更快速、
更果断、更有力的措施，切实做好疫情处置防控工作，坚决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市委副书记金湘军，市领导刘桂平、
连茂君、王建国参加。

李鸿忠详细了解全市各区核酸筛查实时进展，听取市
防控指挥部负责同志和疾控专家有关情况汇报，并与有关
区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视频通话，就进一步提升全员核酸筛
查效率、压实属地防控责任、严格筑牢防控网等进行研究
会商，调度部署疫情处置工作。

李鸿忠说，我市坚决落实“动态清零”总方针，根据疫
情发展变化，近期已在一周之内开展了三轮全员筛查。全

市上下、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奉献担当、连续奋战，确保
了核酸检测筛查和各项防控工作平稳有力、快速高效推
进。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快制快、快上加
快，与病毒和时间赛跑，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措施，坚决筑牢
疫情防控屏障。

李鸿忠强调，要在防疫实战中认真总结和提升大范
围核酸筛查的工作做法、战术打法，进一步增强核酸筛查
检测预警灵敏度和综合效能。一是增强区域整体联动。
高度重视多区域交界处、接合部、城市“飞地”等行政区划
管理交叉点、空白处，压实属地防控责任，避免筛查区域
碎片化，坚决防范疫情传播风险。二是强化部门横向协
同。统筹“封、管、防”区域与社会面筛查，优化流程，突
出重点，合理安排时序，强化力量调配，综合运用“混检﹢
单采”和“核酸﹢抗原”等方法，增强“采、送、接、检、报、

转、收”顺畅性。三是注重时间接续统筹。聚焦病毒隐匿
性强、传播代际间隔短等特点，加密大范围筛查频次，避
免筛查时间碎片化，深挖细查风险源、风险点，织密筑牢
防控网，切实落实“四早”要求。四是确保流程科学规
范。强化检测实验室管理，严格检测过程和实验室内部
操作规范，加强检测人员自身防护，务求核酸筛查科学准
确、安全可靠。

李鸿忠强调，要切实增强疫情处置能力，争分夺秒推
进流调、转运、隔离、收治工作，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坚决“围住、筛全、捞干、扑灭”。强
化跨省市区域协调联动，提升信息推送接收效率，确保科
学迅速开展疫情处置。加强社会面防控，抓实公共场所戴
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等。统筹做好全市物资供应，加
强交通疏导管理等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