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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强调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 13日给安
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
对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作用提出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
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
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继
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
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

2008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上“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已发布“中国好人
榜”150期，共有16228人（组）入选“中国好人”。
李培生、胡晓春在黄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卫保洁
和迎客松守护工作，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
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近日，李培生、胡晓春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和心得体
会，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
力量的决心。

李培生、胡晓春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你们

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

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

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

奉献精神。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

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

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

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习近平

2022年8月13日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回 信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8月14日周日
上午，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
到市防汛指挥部，研判气象信息动态，检查调度
部署全市防汛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在防汛一线
的工作人员。李鸿忠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
部署，确保城市安全度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创造良好环境。

14日早晨，全市范围出现明显降雨过程。
李鸿忠、张工专程赶到市防汛指挥部应急指挥中
心，通过视频系统连线市水务局和有关区，详细了
解全市降水调蓄、重点区域排涝和中心城区易积

水区域抢排等情况。李鸿忠、张工在指挥平台，与
值班人员亲切交流，深入了解气象实时信息采集
和强降雨预警发布等具体工作情况。

李鸿忠、张工强调，我市当前仍处于重要汛
期，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
想，立足于防大、防猛、防超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全力以赴、扎实有力做好防汛工作。一是
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关注气象走势，加强海河流
域特别是上游地区会商联动、分析研判，提升监测
预警和应对准备工作水平。加大汛期安全警示宣
传，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二是全力提升全市
防洪排涝能力。畅通行洪河道，加强中小河流水
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北部山区要切实做好防
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准备工作，确保及时组织群

众转移避险。中心城区要高度关注城乡接合部、老
旧房屋等重点区域群众安全，强化低洼地带、桥梁涵
洞等重点部位积水及时抢排，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三是全力完善各项预案措施。针对我
市“上防洪水、中防沥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四
防”特点，进一步健全应急预案，特别是针对台风北
上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前谋划部署，严格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统筹调度我市各类水库、蓄水设施，根据雨
情汛情科学调蓄储备水资源。四是加强汛期值班值
守。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守、
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物
资储备充足、人员值守到位、责任要求落实。

市领导刘桂平、王力军、李树起、杨兵和市政府
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就需要大

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技术工人队

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坚持制

造业立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我们要有一流

的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培养大批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助力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是职业教育的生命

线。近年来，天津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成为就业市

场的香饽饽，“技能改变人生”的精彩故事背后，是

这座城市十年磨一剑的笃定与执着——以应用立

职业教育，生动实践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产业、行业、企

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打造产教融合的体制机

制、鲁班工坊为世界贡献职业教育中国方案，天津

取得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创新成果，已成

为全国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策源地、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先行者、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蓄水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高地，握有职业

教育的一手好牌。

职业教育，是教育，更是生产力。打好职业教育

这手好牌，必须在优化、充实、提高上下功夫。当前，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技术迭代周期越来越短，对

高技能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抓牢抓紧，才能办好职业教育，抓的着力点就是

“应用”。产业链与创新链如同携手和鸣的交响曲，

人才链必须随之起舞。坚持对接产业最新方向，以

服务产业和技术发展为导向，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成为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坚实支

撑，就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受短时强
降雨影响，全市出现临时积水片2处，封
控断交地道4处。截至记者发稿时，2处
积水片已排除，4处地道已解封并恢复通
行，我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上
游无洪水入境，未接到洪涝灾害报告。
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密切与北京、

河北等省市联系，6次组织应急、气象、水
务等部门联合会商，实时通报汛情；7次
“点对点”调度部署北辰、宝坻、武清、宁
河、市区、西青、东丽等降雨较大的区域落
实防范措施；提前下发通知，组织全市各
区、各部门、各单位上岗到位，严阵以待。
记者了解到，全市出动检查组 2669

个、13484人次，不间断开展城市低洼积
水片、危陋房屋、下沉道桥、轨道交通、山
洪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水库、公园景区
等公共基础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
排险，险工险段、城区易积水主干道路
和里巷小区等重点部位预置力量 31318

人、排水抢险设备11430台套，全力抢排
积水。
北辰区派出1302人，架设各类排水泵

184台套、发电机24台，排除低洼地片积
水；宝坻区、宁河区、武清区紧盯地道涵
洞、低洼易积水片等薄弱环节，人员到岗、
设备预置到位，确保积水快速排除；气象
部门及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息，滚动发
布降雨实况和预报信息；市水务局提前落
实“一低两腾空”和“一处一预案”措施，做
好城市内涝外排；电力部门加密供电设施
巡检，及时抢修排除故障；公安、城管、交
通、消防等部门通力协作，加强下沉地道、
隧道、涵洞等点位的巡查排险、封控隔离、
交通疏导，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目前，据气象部门报告，对流云团已

移出我市，本轮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市防
办还将组织全市防汛部门继续加强值班
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发展变化，随时做好
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我市防汛安全。

■本报记者 张雯婧 王音

暑假期间，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精密模
具协同创新中心，学院模具专业骨干教师团队一
直为精密级进模具的升级而忙碌。高速精密级进
模具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海鸥表业等
单位共同研发。这一研发成果，有效解决了“卡脖
子”的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这是天津职业教育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

业“五业联动”、协同发展的缩影。这更是职业院
校与行业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行深度产教融合
的成效显现。
近年来，随着天津产业发展，我市职业教育改

革进入“深水区”。从企业下单、学校培养的“订单
班”，到“双核共育、工学交替”的现代学徒制，再到
校企深度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天津积极发
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职业教育高地
优势，以世界一流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培养了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走
出了一条具有天津特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产

教融合发展之路。

从企业到产业 产教融合提质增效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之魂，
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新时代背景
下，为了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
有机衔接，我市职业教育由校企间单一合作转向

深度产教融合模式。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为实现
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
人才。
去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天津荣程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组建产业学院。“我们与
天津荣钢有着多年的校企合作关系。这一次的深度
融合，让我们把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向扩展为整个
产业链。” （下转第3版）

李鸿忠张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全市防汛工作

产教融合 为智能制造赋能
——天津积极打造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范式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精密模具协同创新中心内，国家技能大师史清卫带领师生团队讲解技术要点。

（本报资料照片）

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

掌握核心技术，
这条道路必须走

牢记嘱托建新功

宝坻区新开口镇江石窝村

善行江石 村歌嘹亮 3版

导读

上半年我市乡村振兴取得累累硕果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88元 2版

2016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的南昌大学，考察了国家硅基LED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由

江风益教授牵头研究的“硅衬底蓝色发光

二极管”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实验室研究成果

介绍，察看芯片制作流程，了解实验室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并

参观了南昌光谷展厅，肯定他们攻科研难

题和抓成果转化决心大、目标高、工作实、

成效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核心技术的

过程很艰难，但这条道路必须走。

打好职业教育这手好牌津门凭阑

用绣花功夫“绣”出城市新容 改善百姓生活

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品质
记者近期在江苏、浙江、吉林、广东等地采访看到，文明城

市创建正不断提升各地城市品质，一些地区用绣花功夫“绣”
出城市新容，改善了百姓生活。

炎炎夏日，走进江苏省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花园浜社
区，街边的新市河小游园里绿树成荫。傍晚，人们在小游园的
伞状凉亭下纳凉、活动，这样一个“口袋公园”让居民有了聚会
休憩的地方。“从乱停乱占的空地变成社区的‘客厅’，这里现
在好不热闹。”花园浜社区居民周振中说。
在浙江嘉兴，一个个“禾城驿”让人暖心。几年来，嘉兴全

市在完成239座公共厕所改造的基础上，将其中的113座建成
现代化的“驿站”：免费饮水、图书借阅、医疗急救、爱心义诊，
让奔走忙碌的城市居民享受到更多公共服务。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开展，一个个公共服务圈
渐趋完善。在吉林省吉林市图书馆，新的智能化系统让借阅
多本图书实现“一键操作”。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更新服
务理念、优化服务过程，一些地区政务服务更加便民利企。在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全流程无纸化审批服务，实现了绝大多
数场景下电子证照办事关联。
事虽小，不为不成。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不能仅满足

于重点区域的光鲜亮丽，还要深入城市的每个角落，更加公平
地惠及市民百姓。从日常入手、从细节突破，各地文明城市抓
住治理末梢，下好绣花功夫，城市治理精度不断提升，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