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
● 完善普惠性保障机制
● 全面提升保教质量

提出三项重点任务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790号

2022年8月 日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八月初四30
今日12版（静海区、河东区16版）

责编 阙天韬 刘雅坤 胡晓伟 美编 王宇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 西南风1—2级 降水概率40% 夜间 阴转晴 西南风转西北风1—2级 降水概率40% 温度 最高28℃ 最低20℃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十年，一个跨越历史的时间维度。
十年，一段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
十年，一张满载硕果的惠民答卷。
天津，北依燕山，东临渤海，拱卫首都，协同京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高举旗帜、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忠诚履职，矢志不渝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体现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成效中，牢
记天津之特、天津之卫，坚定不移筑牢首都的政治“护
城河”。
这十年，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积蓄了跃步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
这十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擘画了宜居宜业的

崭新画卷；
这十年，民生答卷暖人暖心，擦亮了海河儿女的

幸福底色。
这十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了强基固本的

战斗堡垒。
津门极望，从古运河舟楫千里到渤海港通达天

下，从黄崖关依山傍险到七里海霞鹜齐飞，从五大道
万国风情到海河畔广厦高耸……苍山如海，水净天
蓝，芳华似锦，未来可期。

发展新局面 以质为帅增效益

回望来路，既有砥砺前行、爬坡过坎的坚韧和勇
毅，也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浩荡和豪迈。

十年来，天津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以守正创新之歌，奏响了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的
华美乐章。
2014年春，风起京津冀，潮涌渤海湾。
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发展大棋局再落关键一

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子落，全局活。八年来，京津冀“一亩三分地”的

思维模式逐步打破，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的新格局逐步显现：
——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2016年至

2021年，北京企业在津投资项目5161个，投资到位
金额7756亿元。
——打造“1+16”重点承接平台，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累计注册企业3000余家，2021年北京企业占比已

达30%，初步实现“核心研发在北京、成果转化来天津”的
发展模式。
——“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速发力，京津冀主要城市

一小时交通圈进一步完善，京津通勤便利化12项措施全
面落实，高铁天津南站至北京南站实现“预约+直刷”乘
车模式，京津两市地铁App支付互认，同城化更加明显。
——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全

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
三地拧成一股绳，天津在科技创新的大潮中继续乘

风破浪。
攻克酶蛋白理性设计等关键核心技术、断热稀土涂

层打破国外垄断、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实验室条
件下“从0到1”的突破……捷报频传的背后，是天津科技
创新引领能力的持续提升。 （下转第6版）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表示慰问。
习近平强调，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
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中

国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并肩应对自然灾
害等重大挑战。此次洪灾发生后，中国已第一时间作出响应，
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急需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作。相信
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灾区民众一定能早日战
胜洪灾、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致慰问电。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张雯婧）8月29
日，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诚信建
设高峰论坛在津举行。会上，首次发布了
我国网络诚信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网
络诚信发展报告2022》。
《报告》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北京邮电大学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中国
经济信息社联合编撰，全面反映2021年
以来我国网络诚信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
成就，分析了网络诚信领域面临的新问题
新挑战，提出了加强新时代网络诚信建设
的思考建议，成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业
界专家等了解我国网络诚信发展状况的
重要窗口。
《报告》从总体概况、履责情况、问题挑

战、思考建议四个部分，分八章对年度网络
诚信建设情况进行系统阐述。《报告》展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积极推动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参与下，网络诚信建设呈现5
大特点：规范力度明显加大、诚信机制加快
健全、宣传教育深入人心、社会实践丰富多
彩、失信惩戒成效明显，我国网络诚信建设
整体状况持续向好，为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建设不断夯实发展基石。
《报告》指出，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诚信建设也面临
新的问题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滥用、网络诈
骗、不当竞争、直播领域良莠不齐、网络“饭
圈”乱象频发等5个方面。
《报告》坚持问题导向，从思想引领、法治

保障、体系构建、加强监管等方面，提出加强
网络诚信建设的4条思考建议：
一是推进网络诚信规范化建设。通过法

治保障、标准规范、强化自律，形成政府、社
会、企业等协同治理的网络诚信建设格局。
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以专项整治为

抓手，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审核，依法加
强个人信息保护，推进算法安全规范治理，强
化网络直播监管，促进网络生态持续改善。

三是推进网络诚信建设示范工程建设。
持续打造网络诚信品牌，拓展深化“诚信之星”
和好网民评选，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评估，
推动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四是建立网络职业素养培训体系。创新

方式方法、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升互联网从
业人员道德素养和业务技能，持续为网络诚
信建设注入发展动力。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张清）昨日，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诚信建设
高峰论坛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件大事，对过去一年间影响我国网络
诚信领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具体内容如下：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加

强电信网络诚信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二、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对深化网络诚信建设

作出重要部署。 （下转第4版）

■ 新华社记者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

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培养造就
一支强党兴党、强国兴国的干部
队伍。

公务员是党的干部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的
公仆。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
伍，事关整个干部队伍建设成
效，事关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基
础、执政地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对公务员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领导推动高素质专业化
公务员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
供有力组织保障，为新时代应变
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汇聚
磅礴力量。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

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必须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
铸魂——
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务
员各类培训的主课、必修课，作为
公务员学习中心内容，教育引导
公务员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体公务
员通过不同形式系统接受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培训。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广大公务员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上新高度。公务员队伍中600多万名
中共党员全面接受精神洗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通过举办读书班、轮训班，开展特色宣讲、专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打造学习阵地。
用好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等平台，用好报刊杂志、广播影视、互联

网等载体，增强学习教育的实效性、时代感和感染力。
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通

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
2018年4月20日上午，北京西长安街，一场简朴而又隆重的国家公

务员局挂牌仪式在中央组织部机关举行，这标志着公务员管理体制发生
历史性变革。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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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引领 扬帆逐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灾

习近平向巴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网络诚信发展年度报告首次在津发布

我国网络诚信建设持续向好

2021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件大事发布

绿色生态屏障内公园一景。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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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茱莉亚学院。

本报记者 陈月峰 摄

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导读

我市发布学前教育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到2025年，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3%以上，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达到50%以上。

依据入园需求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原则上

城区每个街道至少开办两所公办园，每个乡镇至少办好

两所公办中心园。 5版

扎 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述评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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