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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6月10日，市委
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正市级老同志通报会，通报
我市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有关情况和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筹备情况，听取对市党代会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副书记金湘军，
市领导喻云林、梁宝明出席。
老同志吴振、房凤友、刘胜玉、邢元敏、肖怀远、

臧献甫先后发言，一致认为，报告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体现了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
自觉，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科学务实，奋斗
目标鼓舞人心，政治站位高、工作思路清、任务措施
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实践性。
大家围绕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津沽大地扎实实践、持续培育壮大新发
展动能、着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大力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

李鸿忠衷心感谢各位老同志、老领导在各个
历史时期为天津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对市委工
作给予的大力关心支持。李鸿忠说，各位老同志、
老领导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政治站位、政治自觉，充分体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听了深受教育启发、受益
匪浅。各位老同志、老领导所展现的坚定的信仰
信念、崇高的党性觉悟、高度的政治水平、深厚的
家国情怀和对天津这一片热土的真挚热爱，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们将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
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

李鸿忠强调，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我们踏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满怀豪情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天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
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
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津沽
大地扎实实践。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
我市综合发展优势，在历届市领导班子打下的坚实
基础上，真抓实干、拼搏进取，全力推动各项事业迈
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天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米哲）1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张工在天津礼堂出席市政府第五次廉政工
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按照市委
工作要求和市纪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坚持严的
主基调不动摇，以党风廉政建设新成效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辐宽
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主持，
副市长孙文魁、李树起、衡晓帆、王旭、朱鹏和
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出席。市财政局、市政务服
务办、南开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张工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政府系统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韩雯

不久前，连续31年无安全事故、连续
8次被评为“全国标兵看守所”、连续22年
被评为“全国一级看守所”的红桥区看守所
再度“金榜题名”——成为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的20个“全国模范公安单位”的一员，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一群人、一条心，点
亮生命不放弃。

一堵高墙，隔绝了外面的世界。看守
所、在押人员，每每看到这样的字眼，联想到
的都是冰冷的铁窗、迷途的灵魂，然而，当冰
冷的心被一股暖流紧紧地包围，你会发现，
人生的至暗时刻，希望之光从未熄灭。
在押人员马某，从进入看守所后，就显

现出消极的一面。她本身患有严重的糖尿
病和高血压，却不配合治疗，还经常与人发
生争吵，如何帮马某从心灰意冷中走出
来？管教民警看在眼里，并付诸行动，寻找
打开马某心结的“金钥匙”。
一次次地促膝长谈，拉近的是心与心之

间的距离。“我想孩子了，我儿子患有先天疾
病，生活不能自理，30年来，我都没有离开过

他，现在我进了看守所，他该怎么办……”滑
落的泪水，写满了母子分离的痛苦。
母爱打动的是人心，带来充满人性化的

关怀。在了解到马某的牵挂后，管教民警下
定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位母亲消除担忧。借
助社区网格员“跑腿”，把马某儿子近况信息
了解清楚。当得知儿子已经住到医院接受
治疗，平时的生活也有护工照顾，作为母亲
的马某，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当管教民
警把孩子的近况录成视频拿给马某看时，她
又流泪了，但这次的泪是暖的。

一束希望之光，让失落的灵魂在这里
温暖重生，这是红桥区看守所所有民警、辅
警始终不变的追求。用心、用情，他们把高
墙内的生活变得有颜色、有温度，成为有大
爱的世界。
安全是监管工作永恒的主题。作为连续

31年无安全事故的看守所，当问及所长于七
胜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声音嘹亮，回答
道，这是一代代“红看人”用心血与汗水凝结
而成，“在这个集体里，可以感受到，有一种责
任叫坚守一线，有一种温暖叫齐心协力，有一
种力量叫众志成城。” （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张雯婧

5、4、3、2、1……昨天中午，在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的一间特殊考场内，随着时针、
分针与秒针三针合一地指向考试用表上的
数字12，监考老师发出了“考试时间到”的
指令。天津五中新疆班考生张原壹放下手
中的笔，微笑着坐直了身子。此刻，她的
2022年高考之旅，正式结束。

屋门缓缓推开，张原壹被搀扶着走出
考场。回病房的路上，身体仍有些虚弱的
她，环顾着病区里正在目送她的老师、医

生、护士、民警，以及这些天为了给她提供
安静的考试环境，几乎静默的其他病患和
家属，突然挺直腰板，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
一躬。抬起头来，掌声响起。再次望向刚
刚走出的考场，这个18岁的姑娘已是泪流
满面。

这是一间专门为她设立的特殊考场。
4天来，这个“只有一个人”的考场里，留下
了张原壹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身影。而为了
让这个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姑娘，能够在
天津“圆梦”，连日来，一群人在考场外上演
了一场爱心守护。 （下转第3版）

中原奋进正扬帆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河南篇

■新华社记者 王丁 刘怀丕 韩朝阳

芒种忙，麦上场。6月里，中原大地遍野金黄，处处洋溢
着麦收的喜悦。一株株饱满的麦穗，一张张粮农的笑脸，昭示
今年河南夏粮丰收在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河南考察调研，就

粮食生产、黄河治理、中部崛起、干部作风等提出要求，为河南

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河南埋头苦干、闯关探路，
努力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大地更
加绚丽的篇章。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2021年5月，河南南阳，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途中临时下
车，走进一处麦田察看小麦长势。看到丰收在望，总书记指
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
是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
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下转第3版）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张音

“四川我来过多次，不少地方都走过。天府之国，真是一
个好地方。在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我再来这里看看。”
6月8日，仲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考察。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第二次到四川考察调研。
一天时间，自眉山至宜宾，步入稻田看秧苗长势，走进乡

村话接续振兴，考察三苏祠谈文化自信，眺望三江口察长江生
态保护，走进高校调研就业问题，深入企业鼓励自主创新……
一路调研，一路思索，指明方向，坚定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都是拼

来的。同时，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还要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
“新的征程上，我们遇到的困难还会很多。我一直讲前途

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迎接挑战、接受考验。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推着国家往前走，让人民群众
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希望田野 美丽乡村——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成一件”

芒种刚过，正值水稻拔节生长之时，“天府之国”成都平原
的沃野上，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刚好是农忙时节，这次到南方看看水稻田。”8日上午，
四川考察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岷江之畔的眉山市东坡
区太和镇永丰村。

总书记高度关注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两个月前，
赴海南考察，第一站就看了三亚崖州湾的种子实验室。
这一次，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从育种环节来到试种阶段。
眼前的高标准农田，是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

技术中试基地。100多种水稻在这里试种、比较、筛选、推广，
以良种为丰产打下坚实根基。
顶着烈日，总书记走进稻田深处，俯身察看秧苗长势。
“现在苗情怎么样？”
“从单株分蘖数来看，已经表现出高产的特征。”农业专

家、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马均告诉总书记。
“高产能达到多少？”总书记问。
“这里最高亩产900多公斤，平均680公斤。”
马均告诉总书记，近年来村里通过流转耕地集中起来，把

村民组织动员起来，培养了200多个种粮大户，调动了他们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的积极性。
“这很好！你们提供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粮食增产主要

还得靠他们。”总书记称赞道。
“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能实现藏粮于技，中国碗装中

国粮食。”马教授信心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你们从事这项工作很辛苦，出

成绩也是长周期的，日晒雨淋，淡泊名利，贡献非常大。咱们

国家能够丰衣足食，农业专家功不可没。”
放眼广袤田野，总书记思虑深远：“民以食为天。推进农

业现代化，既要靠我们中国的农业专家，也要靠我们中国的农
民，我们有信心、有底气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四川要把农业
搞好，把粮食生产抓好。”
稻田尽头，是一片片粉花碧叶的荷塘、一座座白墙黛瓦的

民居。
总书记步入村庄，一边走一边察看村容村貌。
4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

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项明确要求正是“加强农村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眼前的荷塘内，蕴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巧思。
驻村第一书记刘超告诉总书记，村里进行了厕所改造，建

设了化粪池和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净化处理后进入荷塘，既
美化了村民生活环境，又通过莲藕种植增加了集体收入。
“景色不错，还有净化功能，一举多得。”总书记点头赞许。
走进村卫生站，总书记问起药价：“这个糖尿病药多少钱？”
“一包九块六，一年下来大约600元。”
“这个高血压药吃一年，能享受多少补贴？”
“一年补贴2400元。”
总书记点点头：“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

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
来，为百姓谋福利。”
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

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民心所向，忧之念之。民康物阜，盼之行之。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主持召开了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座谈会。
4年来，四川省6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全面摆脱贫困。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困扰中华
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得到了彻
底解决。

村委会前广场，村民围拢过来，纷纷向总书记问好，阳光
洒在喜悦激动的脸庞上。
“永丰村，好名字啊。永丰永丰，永远丰收！”总书记笑着

对乡亲们说，“大家收入高了、日子好了，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不断发展下去。”

不远处，高铁疾驰穿过绿色田野。田与村、人与自然、坚
守与创新，铺展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丽图景。

千年文脉 一江清水——
“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

苏轼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位列唐宋八大家，书写了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化传奇。眉山城内，
街头巷陌，因三苏父子，氤氲着深厚的文化气息。

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位于眉山市中心城区的
三苏祠。
踏入三苏祠，古木参天，百年银杏、千年黄葛，透出历史和

文化的厚重。
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总书记一路走一路察看祠

内建筑、陈设、楹联、题记，不时询问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
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资源。”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
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下转第3版）

李鸿忠主持召开正市级老同志通报会

听取对市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
金湘军出席

张工在市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以党风廉政建设新成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群人一条心 点亮生命不放弃
——记“全国模范公安单位”红桥区看守所

突发疾病的天津五中新疆班考生张原壹，昨天在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的特殊考场内，顺利完成高考——

新疆姑娘的天津高考 一座城在守护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纪实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110万公里

民航新增航线超3000条

本报讯（记者 徐丽）昨天，市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
主持并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市十七届人大七次

会议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市十七届人大七次
会议将于2022年7月5日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议程

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决定提请大会预
备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职

议案，决定任命衡晓帆为天津市副市长、公安局
局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

（下转第4版）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

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7月5日召开
段春华主持并讲话

会议决定任命衡晓帆为天津市副市长

日前，津河堤岸提升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对

河堤进行了填缝修补，可有效解决汛期雨水带

来的渗漏和管涌问题，保障沿河两岸居民出行

安全。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