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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昨日从市
残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残联扎实高
效推进我市2022年20项民心工程基
层残疾人工作者辅助器具服务技能培
训项目实施，提前半年并超额完成目
标任务，保障残疾人就近就便、足不出
户享受个性化辅具适配服务。截至目
前，已为185名下肢缺肢残疾人提供
了高质量假肢装配服务，为300名听
障患者提供了专业听力评估和助听器
验配服务，为965名低视力患者进行
了助视器验配服务，为11294名肢体
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了移动类和护理类
辅具服务。
“我们专门推出了针对视力残疾

人的眼部疾病与视力保护讲解、针对
听力残疾人的助听器分类保养用途讲
解、针对缺肢残疾人的假肢遴选筛查
使用讲解、针对肢体残疾人的辅助器

具分类性能评估讲解，提升基层工作
者为残疾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和
个性化水平，推动民心工程更加深入
民心。”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负

责人张颖介绍说。
同时，市残联还深入社区开展知识

宣讲120余场、录制辅具知识小讲堂11
期、发放学习手册及光盘6000余份，传
播辅助器具“个性化适配”的理念，有
效杜绝了辅助器具“随意发、不能用、
不会用、不适合”的现象，实现了辅助
器具“精准发、精细用、用得对、用得
好”的目标。

党旗在基层一线

匠心向党 用“毫米级”标准践行初心使命
——记中交一航局一公司第十项目部副经理张秀振

就近就便保障残疾人个性化辅具适配服务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我要用‘毫米级’的标准
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中交
一航局一公司第十项目部副经理张秀
振说。今年6月8日，他正式成为一名
中共预备党员。

作为先后获得“港珠澳大桥先进
工作者”“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建设功
臣”等称号，用“毫米级”的测量标准克
服岛隧连桥世界级难题的大国工匠，
从1998年毕业来到天津，24年来，哪
里有急难险重的任务，哪里就有张秀
振的影子。

2009年初，中国援非项目——赤
道几内亚援建工程开工在即，张秀振
临危受命，登上了飞往西非的航班。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一路辗转来到项
目部，看到的却是满眼的贫穷与落
后。“走出国门，才知道党的伟大，国家
的富强。”为尽快摸清潮汐情况，张秀
振昼夜守在海岸边，利用自动验潮仪
设立了临时验潮站，通过大量水位数
据分析施工区域潮汐变化的规律，根
据纯人工实地观测制成的首个当地海
域潮汐表随之产生，为海上精准施工
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国之后，张秀振第一时间向党
组织表达了强烈的入党心愿。然而
当他郑重地在信纸上写下了“入党申

请书”5个字后，却放下了手中的笔。“申
请入党，要先干出成绩来！”他对自己
说。而后，他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
此时，这里正孕育着一项超级工

程——港珠澳大桥。面对桥梁界的“珠
穆朗玛峰”，时任工程测量管理中心主任
的张秀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港珠
澳大桥涉及海底隧道有5.6公里，主要由
33根沉管组成，难度最大的是位于沉管
隧道中部的最终接头段。为了实现精准
对接，作为课题攻关小组的负责人，张秀
振开始了攻关之路。4年间，张秀振共
召开技术研讨会100余次，通过走访高
校科研机构，反复研究施工海域气象水
文资料，创新提出并建立“双线形联合锁
网”的布测方法，攻克了外海深水超长沉
管安装高精度定位的测控难题，实现沉
管隧道“毫米级”对接，将我国沉管隧道
安装技术推向世界高峰。

历时8年，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的张秀
振渴望向党组织靠拢。他再次从背包中
拿出了珍藏的那沓信纸，在伶仃洋畔郑重
地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会用
‘毫米级’标准，不断缩短和一名真正共产
党员之间的差距，请党组织考验我！”

如今，张秀振又从伶仃洋到渤海岸
边，投身北京燃气天津南港LNG应急储
备项目配套码头工程，负责项目整体质
量把控。他依然坚持用“毫米级”标准要
求每一道工序，将最常规的钢筋笼制作
与焊接的工作效率提升了30%。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陈忠权）心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按照市委统一
部署，近日，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王力军，副市长李树起分别为
市委机关、市级机关、档案系统、农业农
村系统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并作专题党课报告。

宣讲中，市领导重点围绕充分认
识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的主题，深刻领会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一政
治灵魂，深刻领会天津过去五年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和未来五年的奋斗目
标、总体要求等方面，结合自身学习体
会，进行了深入阐释和系统解读，既有
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
性、现实性，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
汇聚了奋进力量。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铸就忠诚

大德，自觉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思想
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
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
核心”“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做好市委机关工作，
努力建设最好机关”……市领导在宣讲
时表示，要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锐意进取、埋头
苦干，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奋进的种
子在聆听者心中生根发芽，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在学习
宣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上走在
前、作表率，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和总体要求，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无愧伟大时代、不负天
津人民，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市委宣讲团成员，河东区委书记范
少军、河北区委书记徐刚也分别作宣讲
报告。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非 摄影 潘立峰

不烧油，不耗电，纯太阳能驱动；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需要驾驶员，
稳稳地行驶着，遇到马路减速带，自
动降低速度……昨天，这辆众人瞩目
的靓美“天津号”在西青区大数据中
心开启第四站巡展。“天津号”还将走
出天津，到长春、青海等地巡展。“一
是检验其性能，二是通过展示，吸引
更多的技术团队加入进来，共同为完
善精进‘天津号’努力。”在巡展现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胜昔告
诉记者。
此次巡展现场来的都是“天津号”

的“娘家人”等“亲朋好友”，除了相关
政府部门还有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
城汽车、阿尔特汽车、捷威动力、瑞驰
兴模具、恒兴机械、中科慧眼以及中汽
研工程院、八三五八所、天津大学等企
业、研究院所、高校的负责人，他们在
亲密接触“天津号”后随即召开了汽车
和车联网产业链对接会。
“把‘天津号’在我市的最后一次

巡展放在西青区，把这些汽车产业链
以及车联网产业链上的企业以及相关
科研院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召集在西
青区，因为西青区是全国第二家车联
网先导区，拥有测试场建设、车路协
同、多场景落地等多项创新成果，同时
西青区也是我市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车联网产业链聚集区，聚集了一
大批产业链龙头企业。我们今天活动
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天津号’
科技创新集中展示平台作用，吸引我
市更多优秀企业加入纯太阳能创新团

队中来，促进‘天津号’精进再提升。
同时，精准发力，为汽车及车联网产业
链企业解决痛点难点，完善我市整车企
业供应链的在津布局，提高供应链安全
性。”周胜昔说。
对接会上，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

所项目经理李剑介绍了研究所的被动
式红外夜视仪，“长波红外波段成像在
车辆夜视辅助驾驶系统中的作用很
大。”他说。来自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

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宋战锋教授介绍了
驱动电机的应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重要性。“我们一直持续关注‘天津
号’上新技术的推进与应用，今天来到
这儿，收获很大，我们与相关参会企业
将进行更深入的沟通，共同促进先进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天津一汽大众天津
分公司供应链主管庞席德说。
天津阿尔特汽车工程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是“揭榜挂帅”集成全市42家

单位47项先进技术，实现“天津号”交叉
融合的牵头组织者，该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陈兆海告诉记者，目前“天津号”的后
续研发与持续优化正在加速进行。“第二
辆‘天津号’不久就会与大家见面，这不
会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智能驾驶、太阳
能高效转化、高密度储能、轻量化材料等
方面不断优化，不断推动集成技术实现
量产应用和产业化落地。”陈兆海说。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参与了“天津

号”的研发制造，让“天津号”实现了国内
领先的L4+级自动驾驶。昨天来参会该
中心项目经理曹展对记者表示：“对接会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平台，方
便我们在后期开发项目或者技术服务中
整合全市整个汽车产业链的资源。”
天津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马闯关

认为“天津号”本身就是一个成果转化
的平台。“我们当初组织攻关纯太阳能
车时，把尽可能多的先进成果集成在这
辆车上，就是想把这辆车作为一个成果
转化的平台，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这些
先进的技术，可以去对接，去应用。我
们更希望‘天津号’就是一个引子，把汽
车和车联网产业链上的优势企业聚集
在一起，共同探讨，共同进步。这也是
我们要在全国进行‘天津号’巡展的重
要原因。”他说。
“天津号”奏响了拥有门类齐全、实

力雄厚制造业基础的天津，在制造业立
市战略中的时代最强音。

主席团（64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世平 马延和 马建标 马顺清 王力军 王小宁 王玉佩 王 旭
王志平 王宝弟 王庭凯 王洪茹（女） 王晓红（女） 白忠斌
成卫东 朱立戈 朱宝平 闫 浩 许 南 孙长顺 芮永玲（女）
李大勇 李 龙 李东升 李亚力 李 军 李国强 李庚生 李春峰
李 虹（女） 李泉山 李鸿忠 杨文璁 杨春武 杨福刚 连茂君
肖怀远 何 悦（女） 张庆恩 张俊滨 张勇勤 张琪昌 陈浙闽
苟利军 金湘军 周德睿 庞学光 赵 飞 赵恩海 段春华 娄 杰
贾凤山 高平武 高 翔 盛茂林 崔红梅（女） 崔津渡 梁宝明
散襄军 喻云林 廉桂峰 臧献甫 冀国强 魏继红（女）

秘书长

马顺清

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7月5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天津号”奏响制造业立市时代强音
——“天津号”纯太阳能车巡展暨汽车和车联网产业链对接会侧记

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7月5日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李鸿忠 段春华 金湘军 周德睿 马顺清 喻云林 赵 飞 陈浙闽
梁宝明 王小宁 李 虹（女） 张庆恩 马延和 贾凤山

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议程
（2022年7月5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1.选举天津市市长
2.选举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市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7月5日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贾凤山 张津生 李旭炎 娄 杰 康 欢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市防
办组织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成
立9个检查组，对16个区、32个市防
指成员单位的强降雨防范部署、值班
值守、预案落实、设备运行、人员物资
情况进行检查，实地抽查易积水片

区、涵闸、泵站、地道等30处重点部
位。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北部潮白
新河、于桥水库，南部大清河上游均
有客水入境，水务部门已提前安排沿
海闸站提闸开泵泄水。

按照市防办部署及各检查组要

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多
平台、多渠道、多层级加强预警预报信息
发布，广泛发动，人人皆知；各级责任人坚
持雨情就是命令，压紧压实防汛应急预
案，险工险段、低洼地片、下沉道桥、山洪
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物资、设

备已到位，人员持续坚守，不间断在北运
河、青龙湾减河、蓟运河、潮白新河、大清
河等上游来水河道巡查排险，提前转移
危陋房屋、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
遇极端强降雨自动采取“关停限避”措施，
实施防汛抢险排水，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上接第1版）要确保春小麦种植面积，
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种子供应。
付亚利说：“由于去年秋汛影响，

我承包的2000亩农田只抢种了1000
亩冬小麦，另外1000 亩需要改种春
小麦。由于今年春季周边地区农户
都扩种春小麦，种子需求量很大，
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我当时特别
着急。”

让付亚利满意的是，蓟州区农业
主管部门及时给他提供了优质种子，
价格实惠，1000亩春小麦顺利播种，
今年获得了大丰收。

林建华介绍，为满足春小麦用种

需求，他们提前和市农科院作物所对
接，兴建了1万亩的“津强系列”优质
春小麦繁种田。今年春季向种粮户提
供了300万公斤的春小麦良种，春小
麦播种面积超过10万亩，确保了夏粮
种植面积不减反增。

今年5月，蓟州区一些麦田出现
蚜虫，并发生赤霉病等病害，对小麦
生长十分不利。上仓镇东塔村种粮
大户郭志宝介绍，当时他承包的800
亩麦田发生病虫害，不知怎么应

对。政府部门伸出援手，委托一家
大型农机合作社利用无人机进行了
“一喷三防”作业，小麦病虫害全部
得到了救治。

林建华介绍，为搞好“一喷三
防”，蓟州区把划拨的专项补贴资金
全部用在了此项作业上，积极安排
农机合作社，利用无人机对麦田统
一进行飞防作业，速度快，效果好，
绿色环保。

6月20日开始，蓟州区小麦陆续

进入成熟收获期。
为实现颗粒归仓，蓟州区提前准备，

组织农业、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成立
“三夏”工作专班，开通24小时服务热
线，调度850台大型小麦收割机昼夜奋
战。举行了2次机收作业粮食减损现
场培训和示范演示，小麦收得又快又
好。6月26日，全区34.5万亩小麦全部
收获完毕。
“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种粮大户徐

淙祥的回信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作为
一名种粮大户，我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
托，多种粮、种好粮，让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付亚利说。

惠农好政策 促粮大丰收

我市全力防范强降雨
提前安排沿海闸站提闸开泵泄水

三预警齐发

今天仍有较强降雨

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雷雨又
“上线”，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
受高空槽影响，5日傍晚到6日白天，
我市再次经历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局
部大到暴雨。市气象台昨夜发布雷
电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信
号，并联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昨天傍晚过后，我市自南向北出

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截至昨日22
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3.7毫米，最大
降水量为20.2毫米，出现在西青区李
七庄，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2毫米，

出现在西青区李七庄。市区平均降
水量为4.3毫米，最大降水量为16.0
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奥运体育馆。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受高空槽
影响，5日22时到6日8时，天津地
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大到暴雨
的天气过程，全市平均雨量在15到
35毫米，北部和东部局地雨量可达

40到70毫米，达到大到暴雨量级，个
别点雨量可达80到120 毫米，并伴有
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7级短时大
风，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5日午夜到6
日早上。6日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仍
有小雨，东部有小到中雨，6日14时到
17时，降雨自西向东逐渐结束。

为此，市气象台5日21时5分发布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日夜间至6
日早晨，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局
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
21时17分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5日夜间至6日早晨，天津大部分
地区自南向北将出现较强降雨，平均降
雨量15到35毫米，局地降雨量将达50
毫米以上。同时，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5日20时到
6日20时，将出现强降雨，受其影响，天
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晚
从市防办获悉，按照《天津市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会
商决定于7月5日19时30分启动防
洪四级应急响应。

全市各区、各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及时上岗到位，启动应急预案和

防汛重点点位“一处一预案”，保持
通讯畅通，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
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

坝巡查防守，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
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准备，最大限度减
少灾害损失。水务、公安、城管、消防

等部门加快中心城区积水排除、交通
疏导和下沉地道封闭，各涉农区实施
农田除涝措施，文化旅游、商务部门做
好景区景点、地下商业设施安全防范，
交通运输、住建等部门及时分析研判
停运、停工形势，蓟州区落实好山洪地
质灾害防御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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