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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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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政协

■ 本报记者 刘平

自2019年9月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召开以来，在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
共天津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天津市各级
政协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
行动指南，坚决扛起落实中央和市委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的政治责任，认真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着力加强专门协
商机构建设，形成了一批实践创新、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在开展落实中
央和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回头看”
之际交出一份靓丽答卷。

实现“两个全覆盖”

“一建三促”同向发力

如何切实承担起新时代人民政协
的新使命，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
子？关键是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
领导。市政协党组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着力推动
政协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
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全市各级政
协党组坚持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建立
健全政协各级党组织体系，推动成立机
关党组、专委会分党组。市政协以专委
会为依托，成立28个党员委员履职临时
党支部，把300余名党员委员全部编入
政协党组织；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制定
实施党组成员联系相关界别党员委员
和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定期召
开全市政协系统党建工作座谈会等工
作机制；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履职全过
程，在政协全体会议期间、重要团组出
访、重要视察考察调研活动中设立临时
党支部，注重发挥党员委员履职党支部
和党员委员作用，形成上下无缝衔接、
立体全程覆盖的党的组织网络。
党有号召、政协有行动。全市各级

政协组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建言
资政，围绕党的主张凝聚共识，切实做
到政协履职与全市工作大局同向同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政协工作各
方面和全过程。抓党建促发展、促团
结、促担当，在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融合上不断下功夫，发挥“1+1＞2”效
用。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实践，“两个全
覆盖”从有形向有力、有效逐步拓展，为
全市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从“学”字开始

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通过政协组织的学习活动，我们
做到了政治清醒、思路清晰、目标清
楚。”把握新方位新使命，市政协从一
个“学”字开始。

两年多来，市政协以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主席会议、常委
会会议集体学习为重点的学习制度体
系更加健全，“第一议题”“第一课程”
制度严格落实，春秋讲堂场次增加、受
众扩面。全市政协系统形成以理论大
学习、思想大武装促进工作质量大提
升的良好氛围。
各区政协建立健全政协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带头学习、政协例会专题学
习、政协委员培训学习、政协机关常态
学习的全覆盖机制。河西区政协开设
“首善讲堂”“微讲堂”，把学习收获转化
为做好政协工作的过硬本领。南开区
政协建立以党组理论中心组为引领的
全员学习制度，开展“书香政协”读书活
动。津南区政协把党性教育和理想信
念教育贯穿始终，打造“学思讲坛”平
台，践行主席领学、专家导学、个人自
学、分享促学、典型引学、以行践学“六
学”模式，在深学细研中坚定理想信念。

创新谈心谈话制度

凝聚共识更广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如何加强市政协对区政协工

作指导，更好地凝聚人心？“谈心谈话”
是市政协党组开展的一项工作创新。
谈思想认识、谈职责使命、谈困难

问题，敞开心扉、推心置腹……从
2020年起开展的市、区政协党组成员
谈心谈话工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常态长效机制，实现了对16个
区政协党组班子成员全覆盖，初步形
成了巩固共识、凝聚共识、传播共识
的完整链条。河东区政协主席刘树
增说：“市政协为区政协更好开展工
作树立了榜样，今年我们将重点在专
委会履职临时党支部中开展谈心谈
话，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
共识。”

同时，市政协充分发挥政协团结
统战功能，自觉把凝聚共识融入各项
履职工作之中。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坚持定期走访、通报情况、征求意见，
坚持邀请党派团体负责人列席政协重
要会议、加大党派团体在政协协商会
议发言比重、办好党派团体提案、联合
开展调研视察等工作机制，为各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发挥作用创
造条件。

打造“一中心两站”特色品牌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如何做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专”字
文章，强化委员界别意识，推动政协工
作向基层延伸？市政协在工作实践中
探索创新了“一中心两站”工作机制，
用“不建机构建机制”的方式，拓展了
市、区两级政协组织工作“触角”。

推动32个界别全部建立活动站，
定期组织专业领域委员和专家到活动
站讲国情市情、谈政情政策；建立30个
市、区两级政协组织社区联络站，委员
就近深入各界群众亮明身份，讲政策、
说道理、听诉求、办实事……不设主席
台，不设发言席，群众代表、委员、党政

部门围成一个“同心圆”，即席发言、互
动交流、逐一回应。
“请您来商量”“协商解难题”“为民

服务凝共识”……两年多来，市政协打
造协商议事品牌，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
求体现到政协协商活动之中，把人民政
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体现
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上。和平区政协依托“和平夜话”，用带
着“烟火气”的大白话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红桥区政协聚焦棚户区改造“三年
清零”行动计划，开展“走进拆迁户”活
动，引导委员亮身份、讲政策、解矛盾，
助力老百姓圆上“安居梦”。
“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接

下来，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落实
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协
商议政水平、增强凝聚共识实效，以高
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守正创新推动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向纵深拓展
——市政协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工作综述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进一步
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发布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对防控措施进行了调整，对
《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也做了相
应的修订。专家昨日提醒市民，最
新版行为准则共有12条，包括勤洗
手、科学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少
聚集、文明用餐、遵守1米线、常通
风、做好清洁消毒、保持厕所卫生、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核酸检测、疫苗
接种等方面，倡导公众将防疫基本
行为准则作为一种社会文明风尚和
健康生活方式，持久地坚持下去、推
广开来。

第一，勤洗手。手脏后，要洗
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
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
前，要洗手或手消毒；外出返家后，
护理病人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
洁后，清理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
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
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

第二，科学戴口罩。乘电梯时，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时，应佩戴口罩；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
时，就医时，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需及时更
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超过
8小时。

第三，注意咳嗽礼仪。咳嗽打
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无纸巾时
用手肘代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第四，少聚集。疫情期间，少聚
餐聚会，少走亲访友，少参加喜宴丧
事，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第五，文明用餐。不混用餐具，
夹菜用公筷，尽量分餐食；食堂就餐
时，尽量自备餐具。

第六，遵守1米线。排队、付
款、交谈、运动、参观、购物时，要保
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

第七，常通风。提倡勤开窗通
风，每日开窗通风 2—3 次，每次
20—30分钟。温度适宜时，可使窗
户常开。

第八，做好清洁消毒。日常保
持房间整洁。处理进口冷冻食品的
炊具和台面、病人及访客使用的物
品和餐饮具，要及时做好清洁消

毒。收取快递时，用75%的酒精或含
氯消毒剂等擦拭或喷洒快递外包装，
拆封后及时丢弃外包装，并做好手卫
生。空调使用前，要对空调壁挂机过
滤网、蒸发器表面、进出风口进行清洗
和消毒。

第九，保持厕所卫生。马桶冲水
前盖马桶盖，经常开窗或开启排气扇，

保持存水弯水封。定期清洁消毒厕所
内卫生洁具和地面，表面有脏污或霉
点时，要及时清洁消毒。

第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
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
足，保持心态健康；健康饮食，戒烟限
酒；做好每日健康监测，有发热、干咳、
乏力、咽痛等症状时，及时就医。

第十一，核酸检测。按要求配合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本土疫情处置
中的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对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第十二，疫苗接种。响应国家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政策，3岁以上适龄
无接种禁忌人群应接种疫苗，做到“应
接尽接”，保护个人健康。

牢记12条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

做好自我防护防范 做健康第一责任人 本报讯（记者 徐丽 通讯员 梁永

勇）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推动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7月21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赵飞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监察司法
委、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办负责同志到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河西区人民法
院调研，详细了解法院诉讼服务、诉前
调解、远程开庭等情况，听取有关工作
汇报和意见建议。市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李静参加。

赵飞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的重要要求，提高思想认

识，把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津沽大地的生
动实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人民群众新期
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委工作要求，
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经验，深入查找存在的
差距和不足，不断提升人民法院解决纠纷
和服务群众能力。要加强宣传，积极引导
人民群众采取多元方式定分止争，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领导对我市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进行调研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提升解决纠纷和服务群众能力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副市
长朱鹏会见了来津访问的日本住友商
事株式会社专务执行董事、东亚总代

表御子神大介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推动
日资企业在津发展、加强中日产业合作
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领导会见日本客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
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
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对市委研
究拟任用的9名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韩东，男，汉族，1969年2月生，全
日制大专、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
士，中共党员，现任天津市纪委常委，
拟任市委工作部门正职。

张剑，男，汉族，1970年5月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经营学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拟任市政
府工作部门正职。
孙宏波，男，汉族，1969年9月生，全

日制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天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一级巡
视员，拟任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
钱海玲，女，汉族，1967年6月生，全

日制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中共党
员，现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拟任市级审判机关正职。

郭滇华，女，汉族，1970年3月生，
全日制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天津理工大学党
委副书记，拟任市属事业单位正职（试
用期一年）。

李嘉麟，男，汉族，1974年4月生，
全日制大学学历，工程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天津市委办公厅督查专员、一
级调研员，拟任市委工作部门管理的

副局级单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袁德隆，男，汉族，1966年1月生，全日

制大专、在职大学学历，工程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总
经济师、一级调研员，拟任市政府工作部门
管理的副局级单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郑宏，男，汉族，1974年1月生，全日制

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天
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职业经理人），拟任市管正职企业
党委书记，聘任为市管正职企业董事长。

徐蕾，女，汉族，1971年9月生，全日
制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北方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聘任
制），拟任市管正职企业党委书记，聘任
为市管正职企业董事长。
上述公示对象的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

日：自2022年7月22日起至2022年7月28日
止。如对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可在公
示期间向市委组织部反映。联系电话：
12380；联系地址：河西区友谊路30号市委
组织部举报中心（邮编300046）；举报网
站 ：www.tj12380.gov.cn；短 信 举 报 ：
15002212380（仅限接收短信举报使用）。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实或
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将核
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

2022年7月21日

天津市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7月20日第四届国医
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授予30人国医大师称号、
101人全国名中医称号。我市张伯礼
院士荣获国医大师称号，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毛静远教授、贾英
杰教授荣获全国名中医称号。

国医大师为省部级称号，是目前
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自2009年开
始每五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30名，目
前共评选表彰了120名国医大师，前三
届我市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分别为吴
咸中教授、阮士怡教授、石学敏教授、
张大宁教授。全国名中医评选自2017年
首评，目前共组织了两届全国名中医
评选表彰工作，第一届全国名中医称
号我市获得者为张伯礼教授、陈宝贵
教授、武连仲教授、黄文政教授。
张伯礼院士现为组分中药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
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作

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学科带头
人，在冠心病、心衰、中风、痴呆等疾病防
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中医药现
代化研究的领军者，他担任“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主持中药
现代化顶层设计，开创了以组分配伍创
制现代中药的新途径，主持完成了中成
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
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张伯礼院士多次深入
一线，指导通过中医药全程介入救治新
冠肺炎患者，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
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2020年8月
获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毛静远教授精于心血管病的中医及

中西结合诊疗，聚焦冠心病、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的中医证候、治法方药、临床评
价研究，构建了中医冠心病单元。贾英
杰教授创立了“立体治疗”恶性肿瘤模
式，开辟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综
合诊疗肿瘤的新道路，有效提高癌症患
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限。

张伯礼院士荣获国医大师称号
天津中医一附院2名教授荣获全国名中医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