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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市委第九轮巡视整改情况概览

问题：践行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存在明显差距。

整改：一是针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不够深入”问题，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
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践行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深入各区社开
展专项培训。制定直属企业乡村振兴项目数据
库，重新定位调整既有项目，增加涉农板块，引
导直属企业聚焦涉农产业。二是针对“指导区
供销合作社职能空转”问题，深入区社开展业务
指导、宣讲及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工作。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市社、区社上下联动，聚焦
主责主业为农民服务。三是针对“深化综合改
革政治担当不够”问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市社综合改革，制
定方案并按目标计划推进落实。召开市社理事
会暨监事会全体会议，切实发挥理事会和监事
会职能作用。推动社属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
管理制度，加快企业转型发展。四是针对“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用力不足”问题，学习借鉴市国资
委经验方法，加强对社属企业的监管督查。规
范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流程，提高研判针对
性，并对基层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情况开展检查。
问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不力。

整改：一是针对“政治生态修复不够到位”
问题，开展“以案为警为鉴、净化政治生态”专题
检讨反思会，围绕系统内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
展集中学习讨论，深刻剖析系统政治生态问题，
研究对策措施。加强对直属党组织修复政治生
态情况督查。二是针对“重大项目廉洁风险依
然存在”问题，压实监事会办公室监督责任，加
强廉洁风险防控，确保制度执行到位。修订完
善系列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筹集使用，加强资金
监管和财务凭证管理。三是针对“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问题，组织学习违规
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等内容，严格按照
国家和我市有关政策执行。修订完善《深入贯
彻和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进
一步规范出差出访秩序。紧盯中秋、国庆等节

点，成立检查组，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问题：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

整改：一是针对“党委自身建设不够有力”问
题，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制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实施
办法，不断提升民主集中制水平。组织召开专题
民主生活会，相互批评有“辣味”，相关责任人作出
深刻检讨。二是针对“执行党管干部制度不够严
实”问题，树立正确职级晋升导向，严格按照程序
开展相关工作。制定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加强干
部交流轮岗。三是针对“党建工作基础薄弱”问
题，制定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方案，机关
党委每月进行党建工作督查。开展党建暨全面从
严治党检查考核，指导推动直属企业在完善公司

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四是针对“干部担当作为
存在差距”问题，制定印发《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的实施办法》《干部职工干事创业容错免责实施
办法》等文件，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
问题：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落

实不力。

整改：一是针对“个别问题整改迟缓”问题，
成立巡视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领导
小组办公室会议及党委常委会听取整改进度汇
报，研究部署整改事项。积极推进空壳僵尸企业
出清，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做好为基层减负
等工作。二是针对“长效机制未严格落实”问题，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修订完善《关于财务总监实行
委派制管理办法》，合理配备财务总监，严格对财
务总监薪酬进行监督管理。

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

（上接第11版）

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公平正义

的核心职能发挥不充分。

整改：一是针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
性、实效性不够强”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干警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到海事
司法的全过程。结合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
积极履行司法建议权，及时发出司法建议书。加
强走访调研，推动《天津海事法院、河北雄安新区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协作协议》落实落地。二是针
对“践行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不够有力”问
题，制定《关于研究重大案件的工作措施》，加强党
组对争议、重大疑难复杂、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把
关定向作用。三是针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
得不够实”问题，建立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任务清单，强化季度分析研判，制定《重点案件
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举办专题培训，
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素质。
问题：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有差距。

整改：一是针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质效不够高”问题，制定院党组、党组书记、院级
领导干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和任
务清单，召开机关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结部

署会，加强任职谈话、廉政谈话和年度落实主体责
任述职考核，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二是针对“履
行监督责任力度不够”问题，院党组与派驻纪检监
察组建立工作协调和会商机制，推动“两个责任”
贯通协同。找准派驻监督和审判业务监督结合
点，强化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切实防范廉
政风险。配强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充实纪检监察
工作力量。三是针对“治理整顿成效不够明显”问
题，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相关规定，加大案件评
查、监督检查、信访核查等力度，对不担当不作为
的干警严肃追责问责。定期对派出法庭工作进
行调研督导，有针对性解决工作、生活和落实规章
制度上存在的短板问题。
问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存在

不足。

整改：一是针对“对干部工作领导把关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问题，制定干部队伍建设规划，明确具
体措施，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系统培养和
梯次配备，及时选用领导干部和招录公务员，注重
选用优秀年轻干部，招录海事海商法律专业人才。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对漏
报、瞒报问题依规依纪追责。二是针对“履行党建
工作责任制不够扎实”问题，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意见》，召开经验交流
会，由综合审判庭党支部介绍导向融合、组织融合、
素质融合、监管融合、机制融合的工作经验，总结提
炼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支部工作法。三是针对“推动
干部担当作为的举措不够有力”问题，召开贯彻落

实市级机关处长大会精神研讨会，组织处级干部围
绕“三官”“三盛”“三关”深入自查剖析，亮出整改承
诺。持续开展机关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列出负面清
单，加强通报问责，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没有压实。

整改：针对“一些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不力，整改实效性不够强”问题，梳理2016年巡
视和2017年经济责任审计反馈问题未整改彻底
的3个问题，纳入2021年三年专项行动治理范围，
加大力度整治。组织召开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
持续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
题专项行动推动会，推动专项行动走向深入。进
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与管理，制定与法院特点相符
的内控制度。

天津海事法院党组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昨天是
天津津门虎队抵达海口的第二天，队伍上、下
午都安排了训练，仍旧保持比较大的训练
量。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津门虎队与山
东泰山队的比赛，将在8月6日晚上进行，只
剩下今、明两天的准备时间，因而从今天开
始，津门虎队逐渐调整训练量，并且在人员与
战术打法方面，做更有针对性的部署。
在津门虎队离开天津前，教练组就已经

在为这场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做专门的案
头工作。研究对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津
门虎队要立足自身，克服目前存在的人员伤
病问题给阵容安排及整体执行力带来的影
响。另外西班牙外援梅里达到来，如何调整
他的状态，提高他与球队的适配度，还有如何
梳理球队中前场的人员配置，都是摆在教练
组面前的现实问题。
山东泰山队是上赛季联赛、足协杯的“双

料冠军”，整体人员配置和作战能力都在津门虎
队之上，津门虎队要想在比赛中获得机会，除了
战术对头、正常发挥之外，也需要意志品质的加
成。据了解，山东泰山队的重要得分手、外援费
莱尼，在联赛首阶段比赛结束后曾回国探亲，上
月24日返回中国后，截至昨天已经完成全部隔
离程序，抵达海口与泰山队会合。不过费莱尼
的身体状况显然不在最佳状态，再加上贾德松、
孙准浩、吴兴涵等几名球员，由于种种原因，预
计也很难在与津门虎队的比赛中登场，总体而
言，眼下的泰山队和津门虎队一样，有一定的人
员困难。
昨天，津门虎队教练组召开战术分析会，

同时到观澜湖足球训练基地的比赛场地实地
考察。海口目前名义上是津门虎队的主场，可
联赛首阶段，山东泰山队曾驻扎在这里打了
10轮比赛，对这里更熟悉、更适应的，还是山
东泰山队。

挑战“双冠王”津门虎队开启“主题备战”

我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探索新模式

2022年男排亚洲杯将在泰国举行

中国队14人参赛名单确定

本报讯（记者 梁斌）据中国排球协会消息，
2022年男排亚洲杯将于8月7日至14日在泰国佛
统举行。中国男排参加本届亚洲杯的14人参赛
名单确定。按照行程计划，中国男排将于8月4日
从塞尔维亚出发，8月5日抵达泰国曼谷，随后再
前往赛事举办地。8月8日，中国男排将迎来在本
届亚洲杯上的首秀，对阵中国台北男排。

中国男排参加本届亚洲杯的14人参赛名单为：
主攻张景胤、俞元泰、王滨、张秉龙；副攻彭世坤、张
哲嘉、李咏臻、蒋正阳；二传于垚辰、刘濛；接应戴卿
尧、张冠华；自由人杨一鸣、曲宗帅。本届亚洲杯，中
国男排与中国台北、巴林男排同处于D组。

中国男排目前正在塞尔维亚训练备战，其间
还与克罗地亚男排进行了教学赛。与参加世界男
排联赛的阵容相比，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为了解
决球队的板凳深度问题，在主攻、副攻、接应和自
由人位置做了调整。来自上海男排的张哲嘉、戴
卿尧、曲宗帅以及浙江男排的“00后”小将王滨4
名队员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之后加入队伍备
战，他们也全部入选亚洲杯参赛阵容。本届亚洲
杯是中国男排在世锦赛前的重要热身，同时可以
检验在欧洲训练的成果，进一步磨合阵容，演练技
战术，为世锦赛做充足的准备。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前天，第一期击
剑“选星计划”国家训练营在天津团泊体育
训练中心、北京老山训练基地、山东青岛体
育训练中心同时开营，该训练营是由国家
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管理中心主办的。

本次国家训练营分为两期，第一期集
结了来自各省区市专业队、俱乐部及个人
的225名运动员，将在教练员团队和科医
保障组的带领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体能强
化及科学训练。旨在精准选拔优秀青少年
击剑人才进入国家队，助力中国击剑在奥

运会上取得新突破。
据佩剑组主教练、天津体育职业学院教授

杨震介绍，本次训练营设置了青年组、少年甲组、
少年乙组，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专项技术和体能
训练方案，并建立了数据库，旨在为下一步国家
队人才选拔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和依据。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能够通过“选星计划”国家训练营的形
式，加强击剑后备人才培养，缩小部分剑种与
世界高水平的差距，为中国击剑稳步成为世
界强队打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市社会体育指导
员协会邀请相关专家进入市体育局付村训练基
地，为举重、柔道、拳击、跆拳道、空手道优秀教练
员、运动员进行了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成
为全国在专业运动项目中心培训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首次尝试。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天津市
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负责
人，天津体育学院、市体能康复协会专家，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负责人等近百人出席了开班仪
式，相关专家为在座的学员进行了首日的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与市

体能康复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在今年已经
启动了与运动项目中心、专业运动机构、医疗单
位、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基地进行战略合作的工
作，目前已有20余家单位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其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支以人
民为中心、有较高专业技能为群众健身服务的志
愿者队伍，从而将新颁布的体育法落到实处。在
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原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于善
旭将从社会体育与我国全民健身的发展；社会体
育指导员制度的建立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光
荣的志愿者；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职责与要求等
方面阐述天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制度。

击剑“选星计划”国家训练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高飞杯”天津市少年
儿童快乐体操锦标赛昨天在霍元甲文武学校举
行，这也是天津市运动会体操幼儿组（首次设
项）开赛前的预演。

此次比赛由天津市体育局主办，体操武射中
心、体操协会协办。共有来自我市6个区的11支
队伍参赛，选手年龄在4—6岁。比赛设幼儿6岁
组、5岁组和 4岁组，项目为自由体操、平衡木
（低）、跳跃、蹦床（小）。2022年天津市运动会体
操项目确定增设幼儿组比赛，将决出男团、女团、
混合团体和男女个人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

少儿体操锦标赛为市运会“预热”

在圣·乔治学校，何克保持着
优异的成绩。1934年夏天，19岁的
何克来到牛津大学的瓦德汉学院
求学，在此学习经济、政治和哲学，
他逐渐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
人。何克在牛津度过了非常快乐
的时光，他加入了学院橄榄球队并
成为队长。他还经常参加学院的莫里
斯·博拉教授举办的各类社交聚会。

此时，西班牙内战即将爆发，德、
意、日加紧法西斯主义结盟，而国际联
盟对此采取“绥靖”政策，欧洲处在大
战之前的短暂和平期。

在牛津大学，学生们常常就国际格
局在校外的酒吧里展开激烈的辩论，校
内还是一派和谐的景象。据何克回忆，
在牛津的日子充满着烧毁厕所里的抽
水马桶的恶作剧和在篝火前烤松饼的
乐趣，还有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
苦训练，这是他青年时代的快乐回忆。

在牛津的日子将他从压抑的家庭
生活和严肃的求学生涯中解放出来，让
他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个体”。但
是，牛津大学并没有教会何克如何面对
世界的残酷，在平静的象牙塔生活之
外，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着世界，整
个世界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在
离牛津八千多公里之外，中国人民正在
遭受着日寇的侵犯和屠戮。当时年轻
的何克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将会和远
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从小在外求学的经历造就了何克

独立、有主见的性格。1937年，何克即将
从牛津大学文学系毕业，在这之前，他感
觉广阔的世界正在向自己打开。1936年
的暑假，何克带着少量现金，和一位学者
一起以搭便车的方式穿越欧洲，深入他
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中欧和南欧。

何克的姑姑穆里尔·莱斯特穆里尔
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
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小乔治从小便深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1937年，何克决定
和姑姑周游列国，他认为不应该放过这
次了解远东和美国人民生活的好机会。

在美国，由于旅费有限，何克采用搭
便车的方法旅行。何克认为摩天大楼只
能引起人民的一时注意，要想真正了解美
国人民，还需要和底层的民众接触。这种
接地气的方式让他有了广泛接触美国人
民的机会。在路上，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
人，如醉汉、青年学生、商品推销员、自由
职业者、卡车司机等。搭便车常常会遇到
一些让人扫兴的事情，有时会发现汽车主
人喝得酩酊大醉，接着何克便不得不在乘
坐醉汉的车和长途跋涉之中做出选择；另
外，当他在车上偶遇一些年轻的姑娘和青
年学生，听着他们谈论最新的足球比赛，
何克又会觉得车里满是快活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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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师爷模样的人回头指着那
老汉骂道：“哪里来的混账东西，
也不看看官府的告示。如今教匪
作乱，严禁聚众滋事。谁教你们
在这里拉场子耍把式？”那姑娘早
吓呆了，在一旁发抖。那老汉赔
着笑脸说：“大人息怒。我们乡野小民
不懂规矩，还望您高抬贵手。俗话说，
没君子不养艺人。杂耍、百戏自古都
有，我们都是安善良民，和教匪有什么
瓜葛？我们没有田产家业，靠的是走江
湖卖艺吃饭穿衣、养家活口，不让我们
拉场子耍把式，我们怎么活命？”

那师爷一听勃然大怒：“你道理倒
还不少！有理你上县衙找县太爷说
去！活命不活命我管得着吗？我只知
道奉命行事。叫你们滚蛋就滚蛋，还啰
唆什么？”一边说着，一边就去推那老
汉。那老汉年纪虽大，但腿脚灵便，一
躲闪，那师爷扑了空，顺势跌了个狗吃
屎。他爬起来恼羞成怒，回头对着几个
衙役喝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
他们抓起来？光天化日，施展邪法妖
术，吐火喷烟，不是白莲教是什么？”

众衙役闻言，一拥而上，便来捆绑
那老汉和那姑娘。那老汉哪肯束手就
缚，一边辩理，一边和衙役们
厮打起来。卖艺人一般都有
点武功，但双拳难敌四手，好
汉就怕人多，那老汉终于被
衙役们打倒在地。那姑娘发
疯一般，过来相救，却被一个

衙役飞起一脚，踢倒在地。那师爷不怀
好意，趁势揪住姑娘的发辫，在姑娘脸上
捏了一把，说道：“看你还撒泼吗？”
“住手！”随着一声怒喝，王昙一跃而出，

来到那师爷模样的人面前。丽正要阻拦时，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是什么人？青天白日，
闹市通衢，欺侮老人弱女，还要不要王法？”
那师爷模样的人，翻起眼珠，瞥了王昙

一眼，冷笑一声，说道：“我们是什么人你管
得着吗？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师爷
话没说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王昙一巴
掌已经打到他的脸上，只打得他满脸开花，
眼冒金星，一张口连血吐出一颗大牙来。
那师爷一边捂着脸，一边跳脚大骂：“反
了！反了！快给我拿住这狗东西！”众衙役
闻声丢下那卖艺的老汉，一齐扑向王昙。
只见王昙不慌不忙，身形一晃，倏地转到圈
外，两个衙役待要转身时，却被王昙一手一
个抓住了辫子，随手一挥，两个衙役被摔出
老远，跌倒在地。另外两个刚要来救时，却

被王昙连环两脚，踢出一丈开外。
只见王昙指东打西，随意

挥洒，便把几个衙役打得落花
流水。围观者一片叫好。那几
个衙役，见讨不到便宜，便挤出
人群，抱头鼠窜而去。

12 王昙挥洒打衙役 12 梦境里有人被害

听着我的朗读，妈妈的泪珠停
留在眼角。我觉得妈妈有些陌生，
或者我本来就不熟悉妈妈。我从
里间屋出来，找来一张牛皮纸，给
这本《坚守要塞》包了书皮儿，因为
它是能够让妈妈落泪的好书。

星期六傍晚，爸爸回家来了。他走
进家门后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去眼镜
片上的雾气。这让我清楚地看到他浓
密的连心眉。外祖母说过，男人里有
这种面相的不多。爸爸走到里间屋，
问候妈妈的伤情，从提包里取出补充
钙质的药片说，每天两次，每次两片。
看到爸爸关心妈妈，我放松了心情。外
祖母也高兴了，下厨房做了肉丝打卤
面，热水焯好黄豆芽做菜码。

热气腾腾的面条出锅，外祖母用大碗
盛面，浇上卤子放了菜码，大声说铁廉你先
吃吧。爸爸拿起筷子拌匀面条，端着大碗
走到床前侧身坐下，准备给妈妈喂饭。“还
是我自己吃吧……”妈妈被石膏模板和医
用夹板管制着，每餐都是外祖母喂饭。这
时，外祖母快步上前说：“你单手端碗怎么
拿筷子呀？还是让铁廉喂你吃吧！”

我看到爸爸脸色窘迫，有些不知
所措的样子。我立即凑前说道：“妈
妈，您就让爸爸喂饭吧。”妈妈朝我说
道：“那么你来喂我吧。”我惊讶地扭脸
望着爸爸。“好吧，那就让儿子喂饭
吧。”爸爸把大碗递给我说，“你用筷子
夹断面条，小心别烫着妈妈……”

爸爸起身走到外间屋吃饭，随即传

来吃面的声音，听着挺响亮的。我抱住大
碗，用筷子夹断面条，一簇簇地送到妈妈嘴
里。妈妈慢慢咀嚼着，突然问我：“你读小
学五年级了吧？”虽然妈妈近在眼前，她的
询问猛然让我感觉遥远：“是啊……”并大声
告诉妈妈，我明年就要小学毕业了。妈妈平
静地说：“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随口
说出8字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吃过晚饭，爸爸吸着烟，询问我的学
习情况。我说本周测验，语文98分、数
学99分。爸爸听了鼓励我下次测验时，
一定争取考得双百。外祖母给爸爸端来
杯茶水，仿佛老年服务员。爸爸连忙起
身表示谢意：“这阵子我驻场没回家，让
您伺候延瑛辛苦了。”外祖母说：“你工作
繁忙不用分心，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外
祖母这样客气地说，反倒像是两家人了。

天晚了，我和外祖母关灯睡下了。半
夜时分，我猛然被惊醒，不敢回忆梦里情
景，因为黑暗的梦境里，有人被杀害了……
里间屋没有熄灯，时隐时现地传出爸爸跟
妈妈的谈话声。我害怕梦境重现不敢入
睡，悄悄爬起来溜到里间屋门外偷听。从
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我听出他们好像在说
我表哥惠生的事，爸爸一直在劝妈妈，是什
么事呢？好奇心驱使我想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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