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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昌都贡觉县沙东乡金沙江畔山顶，天津市援藏干部在

给当地村民做易地搬迁思想工作。（照片由市合作交流办提供）

西藏昌都丁青县津鹏农业示范园目前有大棚近百个，让

当地百姓在冬天也能吃上新鲜蔬菜，同时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8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
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本报记者 李国惠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硬”的软实力，也是人民群众最
“真”的幸福感。

北辰区始终坚持从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聚焦
“四力”，以幸福之城标注城区文明，以文化底蕴润泽城区文
明，让文明新风持续在百姓心底拂润、在城区处处传递……

在统筹推进、联动联建上用力

“创文”，不是一个“花架子”般的“形象工程”，而是一个
永不竣工的“民心工程”。

北辰区委、区政府坚持把文明创建作为“一号工程”，始
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坚决、效果上的坚实。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首先要知道干什么、怎么干？
北辰区优化常态化建设领导小组、专项指挥部和分指挥

部，充实创建力量配置和“辰青班”学员，发挥蓝军督察队作用。
制发创建常态化工作方案和督查督办方案，完善日常调度、督
查测评、考核问责等机制，提升常态化创建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了谁？北辰区给出了响亮答案──

老百姓！
他们坚持群众为本、全民创建，在行业领域开展“八大

先锋”行动，组织开展楼道革命、市场革命、“创文志愿服务”
等专项行动36次，聘任创文监督员和文明劝导员，开展疫情
防控、60+疫苗接种、燃气安全、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区和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宣传活动千余场，凝聚创建磅礴
力量。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1至
7月，我市实现进出口4789.1亿元，其中，出口2206.9亿
元，同比增长7.2%。
近年来，天津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今年前7个

月，民营企业进出口达2003.5亿元，增长11.3%，占全市
进出口总值的41.8%，较去年同期提高4.1个百分点，是
我市第二大贸易主体。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
般贸易进出口达2789.6亿元，占比近六成；保税物流进出
口757.3亿元，增长14.9%，占比15.8%。
前7个月，我市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欧盟、东盟、美国为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值同比分别
增长3.3%、8.6%、9.3%。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长1.3%，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增长5.6%。
从商品种类看，机电产品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今年

1至7月累计出口1311.5亿元，增长4.1%，占同期全市出口
总值的59.4%。其中，电工器材增长40.7%，集成电路增长
17.1%。此外，基本有机化学品、焦炭出口也实现显著增长。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同样居于首位，1至7月进口值

达1428.9亿元，占同期全市进口总值的55.3%。其中，进
口汽车 6.26 万辆，增加 100.8%，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12.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7个百分点；进口飞机36架，
数量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藏东高原唱响“津”彩赞歌
——天津对口支援西藏昌都纪实

前7个月

我市外贸出口增长7.2%
跑好文明创建“幸福接力赛”
——北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综述

习近平就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
向 埃 及 总 统 塞 西 致 慰 问 电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赴新疆实习支教团衣孜阿尔古

丽为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讲课答疑。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睿

西藏，有着“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因为那庄
严而神圣的召唤，一批又一批海河儿女，从渤海之滨跨越千
里，踏上援藏路，对口支援西藏昌都市“一区三县”（卡若区、
丁青县、贡觉县、江达县）。

这是一场持续了28年之久的接力。天津援藏队以热
血赴使命，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倾情付出，同藏族
人民建立起血浓于水、亲如手足的“兄弟情”，为当地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贡献“天津智慧”，奋力谱写“山海
情深”的赞歌。
从政策、资金支持到人才、技术跟进，他们践行“升级加

力、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举措，打持久战，将
“津”字招牌援藏项目和真挚援藏情谊留在了藏东高原……

保障改善民生 共筑幸福梦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7月在西藏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
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
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天津援藏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张建华告诉记者，天津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把援藏大局规划向基层和民生“双倾斜”，在对口援藏
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注重项目、
资金向县及县以下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强调
“输血”与“造血”并重，聚焦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
域，增强受援地自我发展能力。

按照规划，天津持续对符合西藏自治区和昌都市产业
政策的项目给予全方位支持和全流程服务，将昌都市经济
发展的综合优势与天津的人才、市场、技术优势相结合，实
现资源共享，鼓励津企到昌都市投资兴业，推动昌都市产业
布局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

挖掘优势资源 培育支柱产业

谋定后动，谋定快动。
西藏不缺“特色”，那么如何用好资源禀赋，富民兴藏？

天津的思路是：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培育支柱产业。
海拔4000米的丁青县，生态环境恶劣，植物生长缓慢，果

蔬匮乏。
“高原地区肉类丰富，吃菜困难。对此，天津北辰区与丁

青县协雄乡合作成立丁青县津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援建丁
青县首个农业生态产业园，打造温室大棚和2000平方米智
能温室，生产经营蔬菜、水果和花卉。”天津第九批援藏干部
严俊说，产业园采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社”的“津
鹏模式”，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眼下，73个大棚整齐
排列，棚内的辣椒、黄瓜、豆角以及圣女果、西瓜等长势喜
人，产业园蔬菜供应量每天最多超过1000公斤，年营业额达
120万元。

丁青县协雄乡协麦村村民罗布巴丹深有感触，“2017年5
月我来产业园工作，现在是管理员，每月工资有4000多元，年
底还分红，一年收入6万多元，高兴得很！”

阿旺绵羊是青藏高原的特色畜种，分布于贡觉县境内
及周边地区。由于无序放牧、养殖技术水平低等因素，阿旺
绵羊连年减产。这一切，随着天津食品集团援建的阿旺绵

羊胚胎育种中心落户卡若区、打造胚胎移植保护基地，发生
了改变。

天津食品集团昌都项目负责人李建强说，他们探索阿旺
绵羊产业化养殖，实现保种选育、提纯复壮、良种扩繁、养殖推
广，“目前，产羔率从50%增加至85%，成活率大幅提升；出栏
时间也从2到3年缩短为8个月，进入规模化经营阶段。”曾经
靠散养阿旺绵羊维持生计的藏族小伙儿次仁玉加，从中尝到
了甜头，“我是基地第一批员工，现在当上了副厂长，收入稳
定，还比从前多了。”
细数天津产业援藏清单，目前已构建起津昌文化、雪巴沟

景区为代表的文旅产业，云账户、前景互联为代表的科创产
业，津鹏冷链、藏京商贸为代表的民生食品产业……一大批
特色支柱产业，正带动昌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转变固有观念“走出去”就业

群众急需，力之所向。天津援藏队坚持托底民生、温暖民
心，扭住就业“牛鼻子”，把实事办到昌都人民心坎上。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姜凝 孟若冰

这个暑假，我市第八批大学生赴
新疆和田实习支教团成员、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学生黄渤投身于实习支
教中。“我在这里完成自己从学生向老
师的身份切换，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将
学校所学知识运用到教学课堂之中，
以支教作为自己书写担当、锤炼本领、
服务社会的载体。”黄渤说。
这是我市职业教育紧贴需求、服

务大局，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
提供技术技能积累、人力支撑和智力
支持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天津职业教育在支撑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京津冀职教协同发
展、推进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作出重要服
务贡献。近5年，我市累计培养合格
毕业生超26万人，留在本地就业人数
约占58%，累计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约
417万人，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
2.2亿元。依托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
革创新示范区资源优势，我市聚焦质
量发展、内涵发展、创新发展，深度对
接产业升级和民生需求，主动服务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一基地三区”
城市定位，瞄准“五个现代化天津”建
设，目前已走出一条包含区域系统援
建、品牌整体输出、专业结对共建、师
资轮岗培训、学生定制培养5大模式
的职教帮扶“天津之路”。

服务西部
助当地职教高质量发展

教师是教育之本，对西部职业教
育的帮扶，师资是关键。
在西藏阿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33名优秀
毕业生在此任教。
“天职师大毕业生踏实、肯干，来

到阿里后分布到学校各个岗位，大家
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十分辛苦，在学校
发展改革建设中兢兢业业，现在多名
教师已成长为学校的中层，承担学校
发展中流砥柱的重担。”阿里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副校长白玛德吉对这33名
天职师大毕业生在学校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中国培养职教师资的摇篮”，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工作
目标，构建了面向西部基层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的体系。
近10年来，该校面向新疆、西藏、甘肃、云南等地招收免费
师范生，并给西部输送了2500多名职教师资，成为推动当
地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去年11月，天津职教又与和新疆田职院签订了新一

轮帮扶协议，致力于打造东西部职业院校合作发展标杆。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作为首批签约院校，通过“云签约”方式，分别与和
田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对口帮扶合作协议。3所高职院
校强化服务社会担当意识，发挥“双高计划”项目建设的改
革成果资源优势，聚焦共同发展，选优派强、创新提质，高
质量推进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打造东西部职业院校合作
发展标杆，服务和田地区社会稳定和产业发展。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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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发布

27项政策措施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2版

■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高蕾 范思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
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取得重大
政治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
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旗帜鲜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得到有力保证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
决议，作出重大政治论断：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
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时
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开创事业新局面的重中之重，深刻
阐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和科学内涵——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

治领导力量”；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系、命运所系”；

（下转第3版）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

焦裕禄精神，

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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