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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米哲）6月 1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工到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调研。市委副书记金湘军，市领导
李树起、王建国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
参加。
张工详细听取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总体

情况，与市卫健委、市商务局、市教委、市委
网信办、市疾控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深入交流。张工向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同志
们表示慰问。他说，疫情发生以来，全市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在市委带领下，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行动迅速，处置果断，从严从紧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效不断显现，取得了重要阶段
性成果。
张工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树牢“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防范胜于救灾”的
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
劲心态，在快、精、严、实、效上下功夫，把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
最大的防控成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平）2日，市政协召开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
知情明政通报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政协
委员协商议政、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市政
协主席盛茂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曹小红主持。市政协副主席李绍洪
出席。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有关负

责同志通报相关情况，介绍工作思路措
施。委员们认为，报告重点突出，针对性

强，深入分析了我市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机遇
挑战，对我们下一步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大家表
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科技创新
中的重要问题深入调研，努力提出更多务实
管用的策论。
盛茂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
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面创新指明了用力方向。（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日前，国务院国有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2021年度地方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重点改革任务评估情况的通报》中指
出，天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
坚持高目标引领、高站位谋划、高效率推进，改革
力度较大、改革进展较快，评估结果为A级，予以
通报表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没有精神，没有
领导力，没有队伍，任何国有企业都是办不好的。
市国资委党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要求作为首要政治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议
题”制度，每项决策都与中央和市委对标对表，不
折不扣抓好落实，从大局出发养成习惯形成自
觉。为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
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市国资委与市委党
校联合举办市管企业领导人员培训班，市国资两

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上讲台讲改革，引导国企领
导人员清醒认识深化改革是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
一招，“不想改革、不敢改革、对抗改革”没有出路，
“躺在政府身上”“等靠要”思想行不通，必须增强
加快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从改革中找出路、闯
活路、开新路。

针对国企改革欠账多、体制机制僵化的突出
问题，我市在国企中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立足
“天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累计完成17家市
管企业、111户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对混改后
企业“扶上马送一程”，推进改机制增活力，原市管
企业混改后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比混改前

增长 81.2%和 455.8%，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13.8%。
2021年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专程来津调研国企混改，
认为天津国企混改不仅引入了资本、化解了风险、改
进了治理、提升了效益，而且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
做强了优势产业、搞活了地方经济，符合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国企混改的政策方向和要求。
针对国企发展质量不高、布局结构不优等状况，

我市创设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基金，加强顶层设计，
出台国资布局“十四五”规划及结构调整若干措施，
并坚持系统思维，组织力量对市管企业逐一“过筛
子”，以“一企一策”方式推进市管企业深化改革，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魏彧 米哲 于春沣）6月2日，
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
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分析研判我市今年防汛抗旱和水环境治理工
作面临的形势，对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河（湖）长制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
李鸿忠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工讲话。
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交通运输委、红桥区、滨海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分别
汇报我市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河（湖）长制工作安
排和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准备、防汛抗旱工作准备、
完善轨道交通防汛应急机制、改善水生态环境、治
理城市内涝、防洪防潮和农业抗旱等情况。与会
市领导同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李鸿忠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我市各级各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水一系列重要论述及重大部署
的“学思践悟”会，是防汛抗旱、治水兴水的誓师动
员会，是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
系统治理的加力推动会。要从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准

确把握我市区位特点、水情特征和防汛责任，统筹
河（湖）长制、防汛抗旱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全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
动河（湖）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级河湖长要
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职
责，紧盯河道垃圾、黑臭水体等问题，做到挂牌必
担责、有责必落实，让河（湖）长制有责、有能、有
效，切实保证水质安全、河道畅通。

二是坚持底线思维底到底、极限思维到顶端
的理念，防大、防猛、防超常，防患于未然。要把今
年汛期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增强应
对极端天气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人力物力准
备，加强监测预警、预演推演，巡查排查内涝风险
点，未雨绸缪，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三是时刻保持迎战状态，完善应急指挥体
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锅上灶、提刀上阵，提高灵
敏反应、组织指挥、资源调度能力，确保全市指挥
体系高效有力运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
好蓄滞洪区应急演练，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坚决维护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是增强战略谋划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推进农田水利、蓄水供水、水生态保护、
供排水和防洪行洪等项目，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水生态明显改善、水环境有效治理、水安全有力保
障，确保江河安澜、绿色发展、人民安全。
张工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强化河（湖）长制管理，深化水环境治理，推进水生
态保护修复，狠抓年度重点工作，提升群众满意度，
确保水环境面貌持续改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防灾救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按照市
委工作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做
好防大、防猛、防突发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确保
安全度汛。要在监测预警、预案方案、防御工程等应
对准备上下足功夫，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
化城市内涝、山洪灾害、海潮风险、涉疫点位等重点
地区防御，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加强统筹协调和联防
联动，做好电力、燃气、自来水等城市运行保障单位
和农超供应链条在汛中汛后的调度管理，确保城市
运行安全有序。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区设分会
场。市领导刘桂平、连茂君、孙文魁、李树起、王建军
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市河
（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同志、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办公室负
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分管副区长和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6月2日傍晚，
市委书记李鸿忠来到市委总值班室，检查端午假
期全市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重要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节日期间值班值
守责任体系，周密部署、担当尽责，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市委副
书记金湘军参加。

在市委总值班室，李鸿忠详细察看视频监
控系统，深入了解商贸街区、国道入市口、交通
场站等人流车流情况，并认真查阅各区值班信

息表。
李鸿忠对全市节日值班值守等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增强核酸筛查预警科学性主动性，切实落实
“四早”要求。严格落实景区景点限量预约错峰、
健康监测等防控举措，强化商超、农贸市场、文化
场馆等重要场所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防止公共
场所人员聚集扎堆，做好日常清洁、通风和消毒

等防控工作。要强化经济运行要素调度，全力保障
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水、电、气、公交等
公共服务管理单位要强化值班运营，及时回应解决
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深
入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加强
社会面治安巡查，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各级各部门
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每天有一名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在工作区域带班值班，值班人员要切实做到在岗
在状态。加强督查检查和明察暗访，督促值班值守
各项责任落实到位。

李鸿忠金湘军检查端午假期全市值班值守情况

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

做好防大防猛防超常的准备工作

深化落实治水兴水和防汛抗旱各项任务
李鸿忠张工出席并讲话

张工到市防控指挥部调研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提高疫情防控科学性精准性系统性
金湘军参加

知情明政深入调研 凝心聚力促进发展
市政协召开知情明政通报会 盛茂林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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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新华社编辑的大型画册《百年
庆典——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921－
2021）》，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画册分为“庆祝大会”“颁授仪式”“文艺演出”3个篇
章，通过175幅照片全景式再现了建党百年系列庆祝活动
盛大庄严的精彩场景，充分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的空前凝
聚。通过这部画册，重温百年征程的高光时刻，能够更加深
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切体会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阔步进军的自信与自豪。

高目标引领 高站位谋划 高效率推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评估 我市获评A级

连日来，我

市防汛工程加

紧施工。咸阳

路雨水泵站改

扩建及新增出

水管道工程正

在进行管道安

装，预计汛期前

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导读

大型画册《百年庆典——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1921－2021）》出版发行

■ 新华社记者

钱江潮涌，奔腾入海；之江大地，欣欣向荣。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到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努
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
口”……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浙江发展指明前进方
向、提供根本遵循、注入强大动力。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浙江
奋力拼搏，闯关探路、勇往直前。

“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初夏的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蓝天碧水相映，竹海连绵叠翠。村
民们忙着张罗农家乐生意，矿山遗址公园游人络绎不绝。

曾经的余村，依靠优质的石灰岩资源，“石头经济”红红火火，
环境却遭了殃，植被破坏、灰尘漫天、溪水浑浊。痛定思痛，余村将
水泥厂和矿山全部关停。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余村考察，评价余村
的做法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余
村坚定践行这一理念，“近17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对矿山复垦复
绿，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了可游可赏、亦耕亦采的新型乡村
生态经济。”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
“美丽乡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时隔15年再访余村时说。
余村蝶变，是浙江绿色发展的写照。
经济增速在全国持续领跑，但粗放式发展也曾让浙江遭遇“成

长的烦恼”。在十字路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启了浙
江发展新路径：湖州市关停大批印染、蓄电池“小散乱”企业，产值
和效益却倍增；金华市向水晶产业“开刀”，“黑臭河”“牛奶河”再无
踪影；台州市将“化工一条江”转化为“最美母亲河”，生态绿道串联
起山水田园……
声声鸟鸣，唤醒了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清晨。漫步其中，

一曲溪流一曲烟的画面跃然眼前。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强调要坚定不移把保护

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
“西溪湿地现已划定超过总面积的一半、近600公顷生态保育

区，用以开展保护、监测和科学研究。近两年还陆续引种200余种
乡土和珍稀濒危植物，丰富湿地生物多样性。”杭州西湖西溪管委
会副主任何蕾说。

2020年4月，听取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推进浙
江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近年来，浙江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成效显著。2018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19年，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通过验收；从2012年到2021年，
全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10年提升。

“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月的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码头，万吨巨轮靠在泊位上有序配合作业。截至2021年，舟
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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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面向民间资本

集中推介18个项目

■ 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
■ 总投资399.7亿元

■ 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可申请缓缴
■ 职工未按期还款不作逾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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