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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天津代表热议报告话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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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若冰 于春沣 周志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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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
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连日来，
出席大会的天津代表围绕“改革创
新”谈感受、话思路、畅未来，大家纷
纷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
加良好的状态，激发“第一生产力”，
激活“第一资源”，点燃“第一动力”，
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天津篇章。

着力激发创新动力

努力实现更多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
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为科教工作
者进一步明确了奋斗目标、指明
了前进方向。

从实施“一流本科教育2030行
动计划”，深化“三全育人”“五育并
举”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到紧紧围
绕“四个面向”，服务国家科技自立
自强；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到优
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二十大
代表、天津大学校长金东寒介绍，
近年来，天津大学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开放带
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着力激发创
新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时点，我们将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进一步释放改革创
新活力，在‘中国特色、天大品格’的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上加速前
进。”金东寒说，天津大学将把提升
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1”的突破，产出更多有重大影响
力的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同时，在机制创新上破题，进一
步改革科研组织模式，鼓励团队合作、资源共享、学科交叉，
发动全校教师着眼国家发展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在解决
国家需求“燃眉之急”、人民健康“迫切需要”、关键领域核心
技术难题中成长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
大力量。 （下转第2版）

■刘国栋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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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

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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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真挚动情的话语，彰显我们党坚持人民至

上的价值追求。以“人民”为圆心，围绕人民利益，用奋斗绘就

壮丽画卷，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更幸福。这是每

一位共产党人的情怀所在，更是使命所系。

党的二十大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回应着百姓心中的期

盼。群众心中那杆秤，衡量的也正是鱼水之情深不深、浓不

浓。宝坻区前朝霞村的张凤芝大娘至今仍记得那一份真情。

当时，老人丢了轮椅，出行不便，急得直掉泪。街里一名干部

得知后，立即自掏腰包送轮椅上门。回想起来，老人说：“现在

已记不太清来人的模样，只记得他胸前的党徽。”

人民为国家之基，人心则为国家之根。守民心，就必须守

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全力做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各方面工作，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落实在行动上，才能守住守好人民的心。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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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志强

“看到会场上那一抹熟悉的‘工装
红’，好自豪！”连日来，大港油田的一
线职工一直关注着党的二十大盛况，
关注着在京参会的身边党代表尤立
红，大家的心与这一盛会紧紧相连。
“我们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

的报告，深受鼓舞。”尤立红所在的第五
采油厂第一采油作业区经理王国震说，

“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加大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我们立足
本岗坚决落实。现在还没到冬天，气候
适宜，正是我们油气上产黄金期，大伙
儿正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尤立红任组长的采注运维三
组，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现场作业，31
名员工各司其职，24小时轮流守护着
200多口油水井，全力确保各项指标
运行在最优水平。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昨日8时，河北区城管委环卫一
所的环卫网格员陈健穿上工作服，
骑上电动车，开始了一天走街串巷
的工作。
“从一把扫帚、一个簸箕、一辆板

车这‘老三件’，逐渐走向智能化、机
械化，设备更新换代，大街上的机械
化率达到了80%以上，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人们给了我们‘城市美容师’
的称号，让我们心里美。”谈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这10年的变化，陈健的
感触尤为深。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在陈健的笔记中，
密密麻麻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
内容。
二十大代表徐文华是陆宇参加工

作时带他的师傅。 （下转第2版）

大港油田一线职工：

“大伙儿正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昨日，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见到
校党总支副书记吴静时，她正与党员
干部教师一起热议党的二十大报
告。“我们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吴
静说。

作为“老”同事，吴静与二十大

代表，校党总支书记、校长褚新红一
起共事多年。吴静告诉记者，褚校
长常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勇于创造、
敢于担当！为此，褚校长带领学校
干部教师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
到各项工作中，全校创造性地提出
“融慧”办学思想，并创设了独具特
色的岳小“自选课程超市”，涵盖93
门课程，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刘平

“杨汝倩是我们的现场班长，她
在热线工作将近15年，是12345热线
800余名辛勤工作热线人员的缩影，
她连续两届当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这是我们热线人员的光荣，也
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昨日，市便民
专线服务中心运行管理部党支部书记

马鹏对记者说。
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运行管理部

话务组组长董红晨是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董红晨说：“我要像杨汝倩班长那
样，在工作中让声音微笑，让群众满
意，用一流的思想素质、一流的作风纪
律、一流的服务质量畅通党和政府与
企业群众的互动渠道，解决好群众的
求助事项。” （下转第2版）

最好的致敬，是热气腾腾的奋斗
河北区城管委环卫工人:

“做棒棒的‘城市美容师’”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教师：

“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话务员：

“让声音微笑，让群众满意”

人间正道 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代表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记者

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庄严宣示——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

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是意气风发迈上新征程的伟大动员——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举旗定向、凝心聚力，号召全
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绚丽的华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

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深刻指

出，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
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
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
且走得稳、走得好。
这条路，造福亿万人民——
用上5G信号、打通公路隧道、接入南方大电网……云南

独龙江偏僻山乡的发展巨变，让独龙族脱贫“带头人”高德荣
代表感慨不已：“进入新时代，独龙族整族脱贫，实现了与全国
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直过民族’一

步越千年！”
独龙江峡谷屏风九叠，滔滔江水如野马奔腾隔开两岸。

这片“险远之地”曾是与世隔绝的“孤岛”。
“以前我出门到州里读书，滑着溜索，花了三天三夜才走

出独龙江。”高德荣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独龙
江的道路更加通畅便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
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
开拓进取，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
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焕发出蓬勃生
机活力。 （下转第7版）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六支队民警：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宝坻区史各庄镇党务工作者：

“不负青春韶华 逐梦乡村振兴”

市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科技人员：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扛在肩上”

二十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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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共产党人 履职在肩
——天津代表出席党的二十大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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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 报
记者对话
来自基层
的二十大
代表的同
事，记录一
线干部群
众以身边
的党代表
为榜样，心
系盛会、感
恩时代、扎
实奋斗的
生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