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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社区党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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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告 说变化 谈感受 话未来
——本报记者蹲点基层与党员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 本报记者 姜凝

“担当作为铸忠诚”“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昨日上午，位于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的大
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建设现场整洁有序、条幅
鲜艳夺目，70多名身着工服的建设管理人员喜气洋
洋，一起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聆听习近平同志
所作的报告，场地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对此我感触很深。”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水
利水电第二党支部书记马超教授说，大型地震工程
模拟研究设施是我国地震工程领域首个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为开展国际前沿科学研究、培养和
凝聚顶尖科技人才提供重要平台，“作为科研工作
者，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勇攀科技

新高峰，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工程实训中心，该中
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徐国胜与来此
上课的师生收看了大会盛况。报告中“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
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些内容让他心
潮澎湃，“我将牢记嘱托，发挥好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作用，为国家培
养更多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当听到报告中专门提及“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时，学生们倍感振奋。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2019级学生文湘云表示，要脚踏实地、勇毅前
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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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廖晨霞

昨日上午，南开区体育中心街宁乐里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活动室内气氛庄重而温馨，社区党员、社
工、居民代表早早守候在大屏幕前，等待收听收看
10时直播的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两年前就在这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今天能在这里和大伙儿一起聆听党的二十大
报告非常振奋。”一大早，在宁乐里菜市场卖菜的王
希然提前收摊赶到服务中心。他告诉记者，14岁时
离开家乡来到天津，20多年来，是街道、社区党组织
的帮助温暖了他。2018年，王希然郑重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2020年成为我市首位在菜市场发展的党员。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这些都是我们真真切切
感受到的。”王希然说，今后要以更饱满的精神为居

民服务，向身边的同行宣传党的好政策。
老党员张崇惠边听边不住地点头：“习近平同志

所作的报告句句都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特别是‘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
卫生体系’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拿我们
社区来说，组建了6支由社区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志
愿服务联盟，开展了‘医疗养老综合体’‘老年数字课
堂’等服务，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细数自己享受到
的服务和身边发生的变化，张崇惠脸上满是幸福。

宁乐里社区党委下设11个党支部，其中包含了
2个“两新”组织党支部。“我们注重挖掘、吸收和培
养思想正、觉悟高、党性强、作风硬的优秀商户到党
组织中，将工作‘对象’变成工作‘力量’，不断壮大
‘两新’组织党员队伍。”宁乐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王文斌表示，作为扎根社区的基层干部，今后
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
人心、促进和谐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 本报记者 曲晴

昨日上午，和平区城市管理委会议室里，20余
名身着工装的环卫工人和园林绿化工人围坐在一
起，认真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环卫工人杜海雄是一名“80后”，他一边听一边
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2017年从部队转业后，他
来到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垃圾管理所，负责南京路
以北小白楼、劝业场和南市三个街道近3000个垃圾
箱桶的维护、清运和管理。“5年来，我感受到老百姓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从我刚开始工作时的垃圾
集中清运到如今垃圾分类的推进，从收运的单一模
式到如今直运与定时定点收运相结合，工作不断细
化，标准不断提高。我们正在脚踏实地地迈向更美

好的生活。”杜海雄说。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

出来、奋斗出来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听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些直抵人心的话
语，环卫工人和园林绿化工人纷纷表示对未来充满
期待。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对党忠诚、埋头苦干、敬

业担当，尽全力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不
怕脏、不嫌累、不叫苦，为美丽天津的建设出力。”聆
听完党的二十大报告，杜海雄走出会议室，仿佛身上
有使不完的力气，骑上电动车再次奔赴一线，和作业
队员们一起将管辖区域内的垃圾箱桶、果皮箱清理
干净，默默守护好城市环境卫生的阵地。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天上午，天津城投集团会议室内的党旗格
外鲜艳，党员胸前的党员徽章熠熠生光。集团本
部和10家直属公司的党员干部职工欢欣鼓舞、心
潮澎湃，在主会场和分会场集体收看党的二十大
开幕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历史的眼光、全球的视野，

科学判断时代，明确历史使命，既符合实际，又振奋人
心。”城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党总支书记王俊峰聆听
报告，不时提笔记录，“我们作为天津城市更新的实践
者，要把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贯穿到‘城市更新实施
主体’的新职能新定位中，勇担重任、练好内功，为推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出贡献。”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这句话让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作为一名“90
后”，城投集团资管公司“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员工
李林更加坚定了自己立足本职、扎根一线、奉献青春
的理想和信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为我们践行国企使命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
要遵循、注入了强大动能。”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鹏表示，“天津城投将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创新竞进
的姿态，切实扛起新时代城市建设主力军重任，擦亮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城市更新实施
主体三块‘金字招牌’，凝聚成集团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澎湃力量。”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昨天上午，天津朗誉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朗誉机器人”）A栋二楼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热
烈。眼下，新产品桥式底盘无人驾驶重载AGV正在
加紧研发，公司创始人、总经理任志勇带领技术团
队在这里见证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历史时刻，对
科技企业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企

业的快速发展与之密不可分。”任志勇告诉记者。
朗誉机器人2020年成立，仅用短短两年多时间，

就从一家小型科创公司迅速成长成为全球领先的
重载AGV公司，销售额连续3年实现近似翻倍增
长。预计今年全年营收将破亿元，而今年以来客户
主动前来询盘金额就已超过10亿元。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为科技创新指明方

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更坚定了我们走好创新之
路的决心。”朗誉机器人副总经理李洪达倍感欣慰，“这
些年，公司积累了包含发明专利在内的70多项专利与
技术，载重技术储备已经达到1000吨，在国内与国际上
都处于领先水平。”

尊重科技，加强创新。如今朗誉的员工人数达到
150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达47%。听了习近平同志所
作的报告，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研发助理彭亚娇对从
事科技产业更有信心了。
“今天聆听完党的二十大报告后，我坚信未来科技

企业将迎来更多机遇。我将带领企业紧贴市场需求，
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激情，加强技术创新，继续深耕重
载AGV领域，争取实现更多突破。”任志勇说。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红旗高高飘扬，鲜花朵朵盛开，“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共建新天钢”的横幅随处可见……昨
天一早，记者走进新天钢集团天钢公司大门，瞬间

被喜庆、热烈的氛围包围。上午9时30分，天钢办
公楼的会场上，近百名党员代表分别从工作岗位
或家中赶来。他们身穿统一的厂服，佩戴着庄严的
党员徽章，就连口罩都一致地书写着“我爱你中国”
字样。

“大会开始奏国歌时，身为中国人，我感到特别自
豪。”高翔对记者说。作为天钢公司环保督查科科
长，高翔尤其关注总书记的报告中对“持续深入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表述。“这极大增强了我们进
一步做好减污降碳、打好环保攻坚战的信心。”高翔
告诉记者，天钢公司混改后，投入35亿元启动流程再
造，推进清洁生产，创建钢铁工业旅游3A景区，通过
了环保绩效A级评审。“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定立
足环保管理岗位，为建设绿色天钢、美丽天津、和谐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国劳模、天钢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桂华一早
从家里赶到会场。“听到总书记说国家一些关键性
核心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时，内心激动、深受鼓
舞。”她说，混改以来，企业的烧结、炼铁、炼钢、轧
钢全工序产业链工艺装备能力明显提升，产品质量
显著改善，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的品种钢比例
由过去的27%提升到 57%。“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
科技兴企、实业立国的初心与使命，踔厉奋发、砥砺
前进，为中国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天津市制
造业立市发展目标贡献新天钢的智慧和力量。”刘
桂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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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誉机器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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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钢员工

做好减污降碳 坚持科技兴企

■ 本报记者 张清

金秋十月，盛会启幕。
昨日上午9时刚过，市外办机关二楼的大道厅

已坐满等候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的70余名
党员干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期待。

坐在最前排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叫肖祖芳，今
年93岁，是一位老外事人，会说多国语言，曾在上世
纪60年代的市外办工作，经历并见证了新中国外交
的发展过程。“总书记的报告提到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不仅有胸怀世界的气度，也有植根人民的深度
和打动人心的温度……”肖老说，自己是有着66年
党龄的老党员，虽已离休，但初心依旧，愿继续为天
津外事工作贡献光和热。
“生在华夏，何其有幸！”这是34岁的市外办年

轻干部葛伟东聆听报告时写在小本子上的一句

话。工作5年，葛伟东主要从事党建工作。他说，加
强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是外事发展的根本，
将在服务推动党建和外事工作深度融合上再加力。

市外办美大处处长张静听完报告，指着外事礼
品展区一尊来自芬兰图尔库市的彩色玻璃海鸟给记
者讲述了一段出访芬兰的往事。参加工作21年，张
静参与了多次外事活动，她说，将持续深化美大地区
友城交流与务实合作，积极支持天津茱莉亚学院建
设发展。
“总书记的报告提到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讲

好中国故事。天津外事人责无旁贷！”市外办副主
任郭强告诉记者，市外办将坚持立足天津学、面向
世界讲、围绕大局干，通过外事平台向世界、向国
际友城、向“身边的国际社会”宣介好党的二十大，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上贡献天津
力量。

天津理工大学师生

代表在学校报告厅收看

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于晓蕾

高泽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