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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凭阑

贺 信
值此《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

我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

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

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

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

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

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

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

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

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

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

精彩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

2022年6月12日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在《大公报》
创刊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全
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以
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
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
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
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
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
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
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
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
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
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
精彩的时代篇章。
《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庆祝仪式12日下

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 6月 17日，是

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
报纸。2016年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
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加快融合发展步
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
体传播格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

济稳定发展，是一场大考。坚定信心、见诸行

动，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是党员干部的责

任担当。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这个“稳”，不是一味

追求四平八稳，而是要排除干扰，以进固稳。

近日推出的《天津市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

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加快”二字多

次出现。“稳住”的前提是要有紧迫感，各项政

策措施能否真正发挥效应，关键就在于党员

干部能不能第一时间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见行动、见担当，全力以赴推动政策落实落

地。把任务分解到人，把责任落实到人，明确

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的脚步快上一分，在这

场赛跑中就多一分先发优势。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是一个必须答好的

命题，勇往直前、迎难而上，是我们唯一的选

项。艰巨任务面前，及时摸清情况、理清思

路，拿出相应的招法，就要有雷厉风行的作

风；积极应对、沉稳扎实，把工作抓细抓实，就

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遇到问题不向上推，工作任务不往下甩，就要

拿出知重负重的责任感。广大党员干部要在

这场大考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要有宽肩

膀、又要有铁肩膀，既要有担当之勇、又要有

破题之智，把稳住经济大盘作为体现责任担

当的磨刀石，敢字为先、干字当头，用攻坚克

难的实际行动诠释“担当”二字内涵。

落实是最有效的担当。从政策的发力到

成效的显现，“抓落实”三个字要贯穿始终。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如何让这套“组合拳”发挥更大效力、产生累加效应？靠的就

是吃透政策、落实政策，深入企业调研走访、摸清实际困难和

问题，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韧劲、善抓的巧劲，一个节点接

一个节点推进，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攻克，做到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一抓到底。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

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稳经济、保民生，集

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困难挑战，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
行 稳 致 远 书 写 更 为 精 彩 的 时 代 篇 章

本报讯（记者 曲晴）列为我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市第
二工人文化宫克服新冠疫情、冬季施工等不利因素，按期完成
提升改造任务，今天面向广大职工和市民群众试开放。

第二工人文化宫始建于1952年，占地面积360亩，是全国
最大的园林式工人文化宫，曾是天津“五大公园”之一。由于
历史原因，部分场地外租经营，很多设施年久失修，存在安全
隐患。市总工会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和全总关于文化宫回归公
益属性的重要要求，以“工”“公”二字为魂，统筹谋划，精心实
施，对第二工人文化宫进行大规模提升改造。

提升改造中，拆除违章和存在安全隐患房屋建筑7200平
方米，重新铺设近5公里的上下水、电力、供热、燃气、强弱电
等地下管网，新栽植乔木1829棵、花灌木3297株、地被植物6
万平方米，新建2处六角凉亭、2处廊亭、1处文化长廊、1条浅
溪，新铺设14.2公里橡胶步道、甬道和木栈道，对二宫大剧场、
职工图书馆2处文保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韩雯

她的“热劲儿”究竟有多大？刚刚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称号的公安河西分局科信支队政委张妍，用行动给出了
答案。

用热爱与执着去迎接岗位的挑战，这话用在张妍身上再
恰当不过了。24年前，作为派出所的内勤民警，她处理文件、
上传下达，是单位不可或缺的重要“齿轮”；面对群众，她用心
化解矛盾，用情为民服务。在同事眼中，张妍永远保持一股子
“热劲儿”，无论什么样的任务交到她手里，她都能交出一份优
秀的答卷。
在基层共青团工作岗位，张妍那股子“热劲儿”依旧不减，

开展活动、组织协调、文字撰写，她学习着、历练着、成长着，成
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优秀团干部”。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精
彩的人生蓄力。2017年，当全运会安保任务交到张妍手上
时，她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姿态，勇担重任冲前锋。
“完善方案预案、测试安保设备、组织拉动演练……”整整

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妍桌上的台历写满了字。因为要不停地
打电话沟通情况，张妍的耳朵疼、耳鸣、听力下降，担心漏掉重
要事项，她每天工作都会戴上耳机降噪，接打电话也都要用耳
机。长期的伏案工作使得张妍颈椎病严重，忙起来顾不上休
息，经常会头晕，家人劝她做做治疗，但是工作实在太多了，自
己又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全运村安保工作，“关键时刻绝不能
‘掉链子’！”张妍忍着身体的不适，每天战斗在一线。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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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我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

第二工人文化宫完成提升改造

今日试开放

基层治理既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

度的“神经末梢”。基础打得牢，社区治理

好，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城市

发展的大厦才能更加稳固。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飞

地”由于行政区划和管辖权不统一，给基层

治理带来了潜在风险和现实难题。2020

年起，一场“飞地”基层社会治理攻坚战在

津沽大地打响：天津以雷霆之力砸“虚焊”

去“淤结”，去繁就简、拨云见日、明责赋权，

原本的垃圾堆积地，改造成健身广场；以前

的违建，变身如今的绿地……546块“飞

地”告别无主之地的困扰，体制机制理顺

了、属地责任压实了、民生保障兜住了，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多了。

从“无主”到“有主”，天津“治”出了责任边

界，填补了管理真空，实现了区域治理体系

的全面覆盖，“理”出一条可复制推广的超

大城市治理之路。

历史的人要干历史的事。但历史的事

不完全透亮如镜、明白如话，很多掺杂了岁

月“尘埃”、信息“噪音”，或人为因素的“干

扰项”，经年累月，渐渐成为“陈年旧账”“历

史难题”。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刘雅丽

每一块“飞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一块“飞地”，都要找到管理的归属。
2020年4月起，一场自“浅”入“深”的发掘梳理、由“点”

及“面”的综合治理、从“无”到“有”的管理覆盖在津城有序有
力展开——天津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把
“飞地”基层社会治理属地化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
切口，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聚焦问题导
向，采取科学方法，创新体制机制，锐意攻坚克难，大力度集
中根治“飞地”，积极破解基层社会治理职责交叉、责任不清
和治理真空等问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267天，不舍昼夜，清仓见底。天津算陈年账，算民心
账，算长治久安的政治账，涉及中心城区6个区、环城4个
区，546处“飞地”平稳“着陆”、“倦鸟”归林，逐一明确属地
“责任田”，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和基层基础，坚决筑牢首都
政治“护城河”。

不能让“有故事”的“飞地”，成为有事故
隐患的“是非之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
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
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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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有”的管理覆盖
——天津集中治理“飞地”全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属地化

专家视角 3版

“飞地”治理是建设人民城市的有力举措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 赵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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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东丽区金钟街道与河北区建昌道街道举

行兴河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交接仪式，困扰居民多年的“飞

地”问题终于解决了。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警营“花木兰”丹心绽芳华
——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公安河西分局科信支队政委张妍

导读

极目楚天千帆竞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湖北篇

■“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奋力谱写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湖北考察，对湖北各项工作作

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湖北改革发展

指明方向。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湖北向

着经济更好、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后

劲更足、实力更强稳健前行，荆山楚

水充盈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4版

右图 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经过提升改造后，以崭新的面貌

于今日试开放。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量身定制纯信用贷款 一对一解决实际问题

政银合作“点餐式”服务小商户
5版

我市出实招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
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