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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党中央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
要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
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指引下，国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中
央部委和全国相关省份对口援藏发
挥优势，“组团式”援藏创新开展，极
大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广大
援藏干部人才正和西藏各族儿女一
道，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西藏，有着全中国的牵挂。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始终高度重

视，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拉开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幕。
如今，走在西藏各地市的大街上，常
能见到许多以其他兄弟省份命名的
道路：拉萨市有“北京路”，山南市有
“湖南路”，日喀则市有“山东
路”……一个个路名，正是西藏人民
对兄弟省份情感积淀的见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的发展和援藏
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加快推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2015年8月、2020年8月，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出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中央第六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搞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优
化援藏干部人才结构。在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并就援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
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
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
作新局面。”

2021年7月，在庆祝西藏和平
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

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
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
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的关怀。

国家确定了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
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
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去年7月，在西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
援藏干部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说：“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
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
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
一代干下去。”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
随着北方降水开启“车轮战”，我市昨日夜间迎来降雨天
气过程，而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日，大到暴雨将影响津
城，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18日白天到前半夜，全市将出
现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可达30到 60毫米，北部个别
点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18
日中午至前半夜，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30到 60毫米。
降雨时还将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短时
大风。

海河流域至19日也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
流域中北部将有雨量20到 40毫米的中到大雨，局部
有50到 80毫米的暴雨、个别点有100到 120毫米的大
暴雨。

津城今迎强降雨
集中在中午至前半夜 伴有雷电短时大风

市防办：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

市应急局：重点部位防雷防雨防潮 5版

不负时代 不负梦想 不负明天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工作推动会侧记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述评

■ 以上率下 久久为功 ■ 猛药去疴 刮骨疗毒 ■ 夯基固本 着眼长远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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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世界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0日在津举办。本
次大会是我国政府首次发起并主办的国际性职业教育大
会，来自全球123个国家约700名代表注册参会。昨日，
教育部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有关情况。

据了解，大会以“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
变化、新方式、新技能”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包含开幕式、主论坛、14个平行论坛、闭幕式。
大会同期将举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线上博览会，并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
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形成“会、盟、赛、展”的职业教育国际
交流合作崭新平台和范式。
“会”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来自18个国

家的教育部部长或驻华大使、部分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知
名企业和职业院校代表将发表演讲。在14场平行论坛中，
来自各国的25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数字赋能、转型
升级”“绿色技能、持续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普职协
调、终身学习”“技能减贫、促进公平”“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等议题发表演讲。大会闭幕式将发
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发布《天津倡
议》并总结大会成果。
“盟”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大会期间，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联合部分国内外高校、职业院校、研究
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等，以“自愿、平等、互利、共赢”原则，
发起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拓展职业教
育领域国际交流的渠道和模式。
“赛”即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赛分为竞赛和展演

两类赛项，其中机电一体化项目等竞赛类赛项15个，能工
巧匠等展演类赛项8个。大赛设天津主赛区和江西赛区。
“展”即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展会以“大力

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为主题，以线
上为主、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重点展示职业教育应对
数字化变革、产教科融合发展的成效，以及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成就等。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大会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来自全球123个国家约700
名代表注册参会。其中，有来自瑞士、新加坡、阿根廷等
25个国家的教育部部长，埃塞俄比亚、爱尔兰、巴基斯坦
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
盟等1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或代表将通过线下或线上形式
出席大会。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天津准备好了！”昨日，教育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
会有关情况。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荆
洪阳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
绪，基本实现了服务保障、场馆保障、防疫保障、安全保障
四个“到位”，“天津欢迎您！”

大会共吸引来自全球123个国家约700名代表注册
参会。同时，大会将利用数字化手段，开设“万人同屏、全
球同观”虚拟会议室，邀请万名国内外政要、专家学者、院
校师生、鲁班工坊学员等线上“同频”参会，实现亿人在线
观会。

据介绍，天津对全部来津参会嘉宾分类制定接待方
案。在天津市“三站一场”设置接待服务台，服务来宾迎送、
现场协调和机动应急。精心做好交通接驳、食宿卫生、环境
布置、接待礼仪等工作，展示天津的热情好客、周到贴心，展
现天津的良好风貌和办会水平。招募师生志愿者370人，
保障大赛期间的接待和服务工作。
目前，天津已完成会场布展、设施安装、设备调试、物资

准备等工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有力保障大会活动顺利
进行。大会开幕式、闭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云展台、鲁
班工坊展、天津职教展的搭建和布展工作已经完毕。彩排
预演已经完成3轮。

大会安全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天津已制定
周密的疫情防控预案，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流程，做实做
细防疫措施和应急预案。严格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制定防疫物资配备指南和标准，备足备齐防疫物资，做好
人员健康管理、核酸检测、场所及车辆消杀等工作，保证场
馆、赛事、人员等各方面安全。对与会嘉宾做好防疫温馨提
示，引导参会人员增强自我防护意识，自觉落实防疫责任。
此外，天津多个部门协同配合，制定了周密的安保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做好赛场管理、安保装备、人员配备、交通疏导
等方面工作，全面排查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加强安全保障。

荆洪阳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中，天
津被赋予了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发展空间广
阔。职业技术教育的高度决定产业的高度，直接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质量。天津坚持制造业立市、制造业强市，职业
教育在天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天津将以此次大会为契
机，成立成果转化与研究推广中心，打造更加开放的国际
合作平台。 （下转第4版）

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

“天津准备好了！”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9日至2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

■ 本报记者 王音

双色萝卜、五味瓜条、官烧鱼
条……这些地道中国味儿通过天津
市经济贸易学校与英国奇切斯特学
院共建的英国鲁班工坊传到海外，

成为“洋厨师”热衷钻研的拿手菜。
在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展演环节，四凉、六热、两道面点成
为鲁班工坊“洋学员”的“考题”，中
方烹饪和面点大师“云点评”，既要
看菜品完成度，也要对中式摆盘、中

餐礼仪等进行考核。
英国鲁班工坊是天津在欧洲建设的

首个鲁班工坊，也是唯一获得英国国家职
业教育认证的中餐烹饪技术学历教育和
资格技能培训中心。中英合作院校共同
开发的中餐烹饪标准化学历课程，为中餐
职业技术技能在世界推广夯实了标准化
基础。自2018年学历认证上架以来，已
累计培训1500余人。 （下转第4版）

鲁班工坊 让“洋厨师”爱上中国味儿

■ 本报记者 王音

昨日，记者来到首届世界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主办场地——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实地探营。大会
上有哪些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值

得关注？请随记者先睹为快！
沉浸式VR技术、智能医学检

测设备、能沏茶倒水的机械手臂、无
人驾驶的垃圾回收车……走进此次
大会的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
会大厅，“科技感”扑面而来。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亮眼成果令
人目不暇接。这其中，既有“科技改变
生活”的实用技术，也有服务“大国重
器”、助力高端制造的前沿科技。

大秀茶艺的机械手臂实力“吸睛”。
煮水、取茶、泡茶、倒茶……精细动作一
气呵成，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
完美结合。这是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和葡萄牙塞图巴尔理工学院合作建
立的葡萄牙鲁班工坊的教学成果之一。

（下转第4版）

新变化 新方式 新技能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实地探营

昨日，中央媒体、天津媒体和新媒体代表前往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对大会进行提前探营。

昨日，在S9馆的中国制造与传统文化赛项单元，天

津市经济贸易学校承办中餐烹饪展演类赛项。

本报记者 谷岳 潘立峰 摄

昨日，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展示工业机器人与智

能视觉系统应用设备。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19日至20日在津举行

会、盟、赛、展——这场盛会让世界瞩目
全球123个国家约700名代表注册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