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红桥区“美丽红桥”主题

景观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建成亮

相，景观以天津西站为主体，以绿色

为主色调，突出“打造绿色城区、建

设美丽红桥”的发展目标，周围布置

大量花卉，展现今日红桥“三河五

岸”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同时烘托

出喜迎党的二十大的喜庆氛围，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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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理论武装 砥砺责任担当

红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时刻紧绷“安全弦”

平安祥和庆佳节

■ 通讯员 吕群

日前，红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
学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开展交流研讨。区委主要领导主持并讲话。

会上，区委主要领导带头从“坚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
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用心用
情服务群众”“坚持自我革命，一以贯之从严

治党”四个方面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随后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研讨主题，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逐一进行交流发言。

区委主要领导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持续
深化理论武装，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同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三卷结
合起来，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认认
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好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扛起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更
好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大力开展
作风纪律建设年行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不担当不作为、好人主义问题，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始终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鼓足干劲、善作善成，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真

抓实干上来，持续营造拼搏奉献、担当作为的良
好氛围。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重要要求，主动对接、持续推进京津冀同
城商务区布局规划，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时刻紧
绷安全稳定这根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
措，紧盯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精准
帮扶工作，坚决兜牢底线，全力推进各项民心工
程扎实开展，不断提升民生工作的温度、力度，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通讯员 汤甜甜

近日，红桥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上海、
南京，分别拜访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部主要领导，研究共同推进“京
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洽谈深化项目合作。

在上海，区政府主要领导一行考察了前
滩中心和太古里等项目，详细了解陆家嘴集
团近10年开发建设前滩国际商务区情况。在
与集团董事长徐而进、总经理蔡嵘会谈中，区
政府主要领导指出，红桥区正在全面落实天
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抢抓机遇，谋划发

展。当前，重点是全力谋划推进“京津冀同城商
务区”建设，并将其作为未来5至10年的发展重
心和产业发展主战场，加速集聚数字经济、信创
产业、平台经济等优势产业，努力实现区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陆家嘴集团深耕红桥多年，
与我区深度结缘，希望双方在长期信任的基础
上，研究探索多种合作模式，继续深化合作，促进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新阶段实现新合作。我
区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徐而进、蔡嵘表示：陆家嘴集团始终把
天津作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特别是现阶段在
红桥持有并运营50万平方米的公建项目，在发
展过程中得到了红桥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取得了良好预期效益。下一步，集团将以市场
为导向，积极响应，谋划研究新合作，助力区域发
展。结合前滩国际商务区建设经验，围绕“京津
冀同城商务区”建设，就完善城市配套功能、解决
商业发展和潮汐式交通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在南京，区政府主要领导一行相继考察了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部，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经营情况，
并分别与紫金财险总裁陈加明、利安人寿总裁
傅杰会谈。在介绍红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后，区政府主要领导指出，今年紫金财险、利安
人寿落户我区，是对红桥的信任、支持和鼓励，
我们将大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全力支持企业在

红桥生根发展、做大做强，加快推进高端服务业
聚集和提升能级。当前，红桥区正在深入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谋划推进“京津冀同城商
务区”建设，希望与企业共同探索深化合作，并
通过保险应用场景助推产业发展，实现企业发
展与区域发展同步发力。陈加明、傅杰等企业
负责人表示：在分公司筹建和落户的过程中，深
切感受到红桥良好的发展环境、红桥干部强烈
的服务意识和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特别是看到
“京津冀同城商务区”方案后非常振奋，下一步
将尽快安排到红桥实地考察，深入洽谈合作，也
希望在分公司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得到区委、区
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实现共同发展。

■ 通讯员 王彬

事事落到实处，安全有备无患。国庆佳节
将至，为了在长假期间筑牢安全防线，营造安全
氛围，近日，红桥区市场监管局针对辖区各行业
特种设备、零售药店等方面，广泛开展督导检查
工作。

在鹏欣水游城，执法人员首先查看了制冷机
组运行情况，着重检查在用压力容器是否超设计
范围运行，以及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附件是否
按时校验，同时叮嘱企业做好设备运行管理，依
法进行设备年度检查和日常巡查。

随后，执法人员对商场内的电梯进行了抽
查，对自动扶梯紧急制动装置、直梯门防夹装置、
紧急呼叫系统等设备的有效性进行了现场测试，
主要查看了使用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记录、
维护保养记录等。执法人员特别要求使用单位
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特
种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在老百姓大药房清真大寺店、金瑞达大药
房，检查人员现场询问了药店的日常经营情况及
“四类”药品实名制登记情况等，并再三强调零
售药店必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充分发挥零
售药店在防疫一线中的“哨点”作用：要严格执
行进店人员测温、扫码、佩戴口罩、查验7日内核
酸阴性报告等疫情防控措施；要重点做好退烧
药、止咳药、抗生素、抗病毒“四类”药品实名登
记工作；要切实做好药品质量管理，强化执业药
师在岗履职。

据悉，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执法力量，
强化特种设备及零售药店等监督检查工作，坚决
遏制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用
药安全。

红桥区领导带队赴上海、南京开展招商合作洽谈

研究推进“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

近日，子牙河北岸健康主题

公园步道投入使用，满足居民晨

练、亲水、通行、漫步的功能需求，

同时步道沿途设有健康提示语、

宣传长廊展牌等，让广大市民朋

友在愉悦的健走过程中得到收

获，通过“小步道”走出“大健康”、

获得“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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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道”
走出

“大健康”

■ 通讯员 顾小京

“李大爷，扶手装好了！以后您自己就能
扶着上楼了！”9月17日中午，刚忙完社区核酸
筛查的红桥区咸阳北路街道同心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冯勃尊敲开居民李领根家门，
送来好消息。“真好，谢谢你们，这回我上下楼
不愁啦！”老人欣喜地回应道。

据了解，今年72岁的李领根患偏瘫多年，
左侧身体活动受限，下楼还算将就，但上楼必
须得有人搀扶。他说：“平时家里就我和老伴
儿俩人，她渐渐年纪大了，扶我越来越费劲，我
也就不怎么爱下楼了。”

入户走访时，冯勃尊发现了老人的难处，

提出“在楼道墙面安装扶手”的建议。“如果可
以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我就不用老伴儿扶着，
自己就能上楼了！”看到李领根满眼期盼，冯勃
尊立刻向街道公共服务办申请为该楼门装配
适老化设施，申请获得同意后他第一时间协调
工作人员现场勘察，确定改造方案、采购装备、
预约安装时间……三天后，楼门及楼道的适老
化改造便已完成，冯勃尊立刻向老人报告喜
讯。没了后顾之忧，李领根下楼次数多了起
来。“现在我没事儿就爱出来溜达，赶上核酸检
测，自己也能下楼去做，多方便啊！”坐在社区
小花园里，李领根高兴地和老朋友们分享自家
楼道里的“小幸福”。
“可不，两边都有扶手真不赖！这回拎重

的东西上下楼也能倒手了。”“是呢，社区想得多
周到啊！”同楼门的邻居也纷纷点赞。

在咸阳北路街，像李领根一样安享晚年
生活的老人还有很多。据街道副主任宋菲菲
介绍，今年以来，该街已对辖区内 16个社区
25个楼门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为40户老人家
里布设卫生间防滑垫、安装坐卧洗浴如厕便
捷扶手等，给行动受限的老人提供上门理发、
代买药品服务 120余人次。她说：“下一步，
我们还要筹建超一千平方米的街级养老服务
中心和1家日间照料中心，并依托这些载体
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提供更加细致贴
心的养老服务，真正让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 通讯员 王瑞荣

近日，邵公庄街道中联社区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提高党员干
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素养，教育和激励
他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树立文
明风尚，争做新时代文明市民。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观看红色电影、开
展志愿服务等活动外，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
赴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开展“新时代共产党人
的良好家风”主题党日活动。纪念馆内复原
陈列了原三戒里4号院的面貌和当年社员们
活动时的情景，社区党员了解了觉悟社创办
的背景和过程，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家
风》和《马骏烈士生平事迹展》等主题展览，
“这些复原的场景让我看到了革命先烈追求
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这种精神也将
不断激励我奋勇前行。”社区党员马振源
说。建设在子牙河畔“渔村”旧址上的红桥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园里，中联社区的党员
干部和居民群众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
小院讲堂。在这个充满“文化味儿”“文明
风”的文化长廊内，大家看着展现生活巨变
的图片和文字，有的回忆起过去艰苦的日
子，有的分享现在美好的新生活，你一言我
一语地讨论着红桥区近年来的棚改历程和
人民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兴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引导居民朋友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区居民翟文强
说：“通过这次参观，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行文明事，说文明话，树立文明观念，
争当文明市民。”高兴说，今后社区将积极开
展此类活动，打造文明社区、美丽社区，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通讯员 王彬

草木葱茏，清风拂面，初秋的气候格外怡
人，趁着如此好时节，芥园街道网信办组织街
道理论宣讲团、社区书记、社区群众等，一起走
进新打造的红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园，开展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园学理论”文明实践
活动。

步入公园，帆船造型景观使众人眼前一
亮，独具匠心的结构与明快鲜艳的配色散发着
满满的“文明味儿”，显示出积极的“精神气
儿”，大家一路走来一路瞧，在《老渔村新生机》
景观前停下了脚步，一行人边欣赏别致的景

观，边阅读上面的新闻，讨论着当下生活的幸
福美好。

参观过程中，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
愿者马芳菲有感而发打起了自创的快板，“人
民生活变化大，今非昔比请您看。住楼房、是
单元，卧室客厅厨卫都齐全……”节奏欢快，朗
朗上口的话语道出了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说出了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无限赞美，积极向上的宣传内容与
公园的优美景色完美融合、相得益彰，为原本
清新雅致的主题公园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快板余音未散，街道宣讲员王学芬和宁锡
金共同为大家献上配乐诗朗诵《祖国，你就是

我要唱的那首歌》，两位宣讲员在优美的乐曲中
深情“告白”伟大祖国，用自己饱满的感情抒发
着对美好明天的真切祝愿。

活动现场氛围浓郁，景色宜人的公园中不
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大家沉浸在精彩的节目
里，潜移默化间提升了自身修养，增强了爱国
情怀。

今后，芥园街道将继续开展“我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公园学理论”活动，将公园广场打造成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推动全街上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打通文明实践活动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邵公庄街道中联社区

多彩活动树立文明风尚
“适老化”进楼门“银发族”更舒心

亲近怡人好秋色 咏颂幸福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