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版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707号

2022年6月 日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五月初十8
今日12版（和平区16版）

责编 阙天韬 李婷 美编 王宇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 东风3—4级 降水概率40% 夜间 多云 东风2—3级 降水概率20% 温度 最高24℃ 最低18℃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为帮助全军官兵原原本
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
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三）》，日前正式出版
发行。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真组织《习近平

论强军兴军（三）》学习使用。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
求，把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三）》与学习《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
纲要》等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切实掌
握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
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都
要把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三）》作为重要内容。聚焦

“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深化主题教育，巩固拓展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要在学真知、悟真谛上下功夫。要加
强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浓厚学习贯彻氛围。领导干部
要学在前用在前，注重运用自身学习成果为官兵搞好宣
讲辅导。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动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开创部队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
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记者

红色，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就的江西革命
老区底色。这片红色的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
心中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江西

考察，把脉定向，指引江西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

“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山路蜿蜒，峰峦连绵。
井冈山茅坪镇神山村昔日贫困户彭夏英

家，日子早已焕然一新：家里办起农家乐，新房
子改成民宿，家庭年纯收入达10多万元。

革命老区脱贫、老区群众生活水平提高问
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牵挂。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
村了解精准扶贫情况。在彭夏英家，总书记一
间间屋子察看，又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
账，问吃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习近平
总书记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3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再赴江西，来到赣州
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看望红军后代，察看村
容村貌；走进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了解蔬菜产
业发展情况。他强调，我这次来江西，是来看望
苏区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
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摘帽。
“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

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国家发展
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
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
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深情话语温暖人心。
“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把乡村振兴起来”“不断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从罗霄山脉到于都河畔，总书记的谆
谆嘱托指引方向。
牢记指示，为民造福。江西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精准识贫、精准施策、精准退出，25个贫困县顺利摘帽，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2021年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14391元，老区群众走上平
坦路、住上安全房、用上卫生厕、喝上干净水。
“总书记到访前，村里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年轻人能走的都走

了。现如今，人均年收入达2.6万元，2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年轻人又
回来了，常住人口从不到40人增至170多人。”神山村村支书彭展阳说。
“推进农业现代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水平，让农业农村成为可以进一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西农业农村发展寄予厚望。

距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不远处，新建的于都硒博馆内，富硒蔬菜、
富硒大米、富硒脐橙等产品琳琅满目。“富硒产业正成为希望产业。”于
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禄生说，目前全县有四五万人从事富硒
产业，种养面积达15万亩，产值超6亿元。 （下转第3版）

见证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

一场“内”与“外”的敢为人先
——天津全力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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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内外联动

做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以1978年为起点，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书

写了时代的雄浑乐章，照亮了继续奋斗的前行方向。

40余年来，正是紧紧抓住这个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不断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

会活力，我们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

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

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

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坚定有力的话语，激励我们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将改革开放不

断推向深入。

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种挑战，深化改革是关键一

招。打开脑袋上的津门，向思想解放要动力，以思想破

冰引领行动突围，天津闯出了发展新路。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滨海新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打破“铁饭碗”、实行企

业化管理，体制机制的顺畅，增强了发展的内生动力；国

企混改步入深水区，17家完成混改的原市管企业2021年

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比混改前增长81.20%和455.77%，

国有资本的盘活，让传统企业焕发新的生命力……惟改

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实践一再证明，

坚定不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充分

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就能更好地抓住机遇，从容

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如果说改革的探索为发展航船锚定了航向，那么开

放的胸怀则为之加足了燃料。从全面深化“一制三化”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津城成为市场主体发展沃土，到

搭建世界智能大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等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为城市不断集聚高端要素，再到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更广阔空间里把握发展机

遇……开放已经成为我们的城市基因。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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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岳付玉 马晓冬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面向海洋的天津自带开放气
质。近现代以来，这颗渤海明珠因领风气之先而熠熠
生辉，因改革开放而生机勃发。

进入新时代，天津被赋予“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功
能定位。使命在肩，天津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坚
定不移地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特别是市第
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倾力破解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梗阻、结构
上的矛盾，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改革，是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先行先试的系统联
动。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主任（领导小组组长），领衔担纲新时代天津高质量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等重大改革项目。同时，成立全市改
革专项小组，市领导同志分别担任组长，形成高位推
动、综合实施、全程负责的工作格局，促使改革举措有
力推进、压茬实施。
这是一场“内”与“外”的敢为人先。
1800多个日夜的风雨兼程，放权赋能，提气运功，

天津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
广度，取得了重大突破。

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

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动能

5年前，经济增速一度领先全国的天津出现了断崖式
“跳水”，GDP增幅掉了2/3。这背后，除了统计口径以及
主动“挤水分”等因素，更是很长时间“路径依赖”导致产业
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青黄不接等多重诱因的总爆发。

站在经济拐点，如何爬坡过坎、再闯出一片艳阳
天？天津的探索是多方面的，解题的思路不少，而改革
开放无疑最为关键。

打开脑袋上的津门——

改革，首先要冲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
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
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一招。” （下转第3版）

天津茱莉亚学院。 （本报资料照片）

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本报评论员

乔晓楠

更加自觉履行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政治责任
——2021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综述

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坚决捍
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集中换届之年，也是开展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第八年。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办法（试行）》，扎实开

展2021年度述职评议考核工作，坚持真述严评实考，把述职评议会开成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推

进会”，同台比武、集体检阅的“交流会”，集中换届后新任党组织书记的“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刘平）7日，市政协召开“创新推
进城市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协
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提升我市民族工作水平协商议
政、凝聚共识。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李树起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
黎昌晋主持会议。市政协秘书长高学忠出席。

会上，市民族宗教委负责同志介绍我市推进民
族工作相关情况。15位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民
族工作者分别作口头和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前期调
研，就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加强民族
互嵌式社区建设、推进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创业等提
出意见建议。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与委员
协商交流。

与会同志建议，要加强宣传教育，创新方法手
段，建立常态化机制，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要夯实基层基础，把民族工作融入社区建
设，充分发挥社区贴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优
势，有形、有效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依法治理，创新
治理方式，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能力和水平；要优化公共服务，健全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机制，搞好少数民族群众就
业创业咨询培训，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盛茂林强调，城市民族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事

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
总书记就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
一系列重要要求，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
要遵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
“国之大者”，从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的重大意义，在市委领导下，切实肩负起政治责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
同。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密切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交往，
深入调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为创新我市民族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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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大战大考
中践行初心使命，充分发挥作用

把严的标准和要求贯穿始
终，推动各级党组织书记用心用
力种好基层党建“责任田”

昨日，我市2022年

普通高考拉开帷幕，

5.8万名考生奔赴考

场，逐梦未来。图为南

开中学考点语文科目

考试结束后，考生走出

校园。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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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首日 让人不忘的面孔
●一个人的考场 一群人的守护
●作文题解读：寻常烟火原是最美风景

窗外有风 手中执笔 此刻最好的你

我市2022年普通高考应考尽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