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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9日，全市
组织系统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
宣讲团成员，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
长周德睿作宣讲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梁宝
明主持。

周德睿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
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
年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进行了
宣讲阐释，并对组织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具体要求。

周德睿指出，要有忠诚之魂，胸怀
“国之大者”“党之大者”，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切行
动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指挥号
令。要有理论之光，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而
信，学而思，学而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组织工作提质增效的有力举措。
要有为民之情，坚守初心、付出真心、沉
下身心，努力在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中走好群众路线。要有担当之责，坚
持不懈选干部、聚人才、抓基层，以组织
工作之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有作
风之实，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要，扎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津沽大地落地
生根。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思政课主题论坛暨天津
市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
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聚焦研究阐释之道、
融入课程之招、创新育人之策，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学校思政工作各方
面。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旭
出席并致辞。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咨询
委员会主任顾海良教授、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韩庆祥
教授、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艾四林教授作报告。
王旭强调，高校马院和学校思政工

作者要学深悟透大会精神，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研
究阐释，把理论武装成果转化为立德树

人实效；要守正创新，掌握运用大会精髓
要义，思政课堂讲深讲透，育人阵地守
好筑牢，鼓舞引领激扬有劲，教育引导
学生听党话、跟党走；要提质增效，提升
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能力
等教书育人水平，更好让学生立德铸魂、
启智润心，体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
三位专家围绕提升高校思政课的

“道理”“学理”和“哲理”、深刻理解把握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的意义、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作
辅导。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两委、全市高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关负责人，以及大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论坛。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思政课主题论坛举行

在教育系统掀起学习高潮形成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11 月 7
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
宣讲团成员、南开区委书记马珊珊在
南开区作宣讲报告，动员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围绕“创新南开”目标定
位，抓好学习培训，开展宣传宣讲，切
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明确方向、鼓舞斗志，推动学习
贯彻走深走实。

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
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
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风险挑战等方
面，马珊珊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阐

释。她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和实践
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
大丰富和发展。我们要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结合南开实际，主动识变、应变、
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宣讲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共计约680人参加。大家纷纷
表示，要利用好南开区丰富的科教资
源，用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方式展开宣
讲，发挥科技工作者、企业家、研发人
员等青年群体的主力军作用，把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科技创新
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11 月 7
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
讲团成员、静海区委书记刘春雷在静
海区作宣讲报告，与广大党员干部交
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

宣讲中，刘春雷围绕党的二十大
的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
从严治党、以斗争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等七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
了宣讲阐释。

宣讲结束后，刘春雷与参加报告

会的基层党员干部、企业界代表围绕
如何更好地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本
职工作、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民营经
济领域见行见效等基层干部群众关心
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刘春雷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关键在基层，要切实讲
准、讲火、讲活、讲实，广泛开展带着
机油味、泥土香、露水甜的宣传宣
讲，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
姓家”。

聆听宣讲后，大家斗志昂扬，纷纷
表示，要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
者、传播者、践行者，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把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于成效。

南开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明确方向 鼓舞斗志

静海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讲准讲火讲活讲实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11月8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
成员、和平区委书记姚建军向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

姚建军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
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
年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宣讲阐释。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如何

传承好、继承好、发扬好党的优良传
统和革命先辈的宝贵经验？”“作为青
年企业家，我们如何抢抓历史机遇
期，为和平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报告会后，姚建军与参会的机关党员
干部、教师代表、企业家代表现场互

动交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姚建军表示，要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新时代
10年的非凡成就作为最鲜活的教材，
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把青
春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要把企业
发展与全区招商引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标志区建设、商旅文融合发展等
重点领域结合起来，以企业高质量发
展为和平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标志区贡献力量。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深受启发，纷
纷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
的“五个牢牢把握”“三个全面”的重要
要求，奋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和
平区落地生根。

和平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付诸行动见于成效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11月8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
成员、河北区委书记徐刚向全区党员干
部群众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

徐刚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
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
风险挑战等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行了全面深入宣讲阐释。

在谈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时，徐刚说，对于河北区来讲，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化改革
开放，着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核心、

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四大主导产业，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培育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讲到“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本质要求”，徐刚表示，要满足老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尤其是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要推出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政
策举措，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做
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融会贯通。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河北区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和全体区
级领导、全区处级干部、各社区居委会
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约
600人参加。

河北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奋力开创全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 本报记者 姜凝

“我当学徒时，有不少电线杆子是立在水里的，每次抢修都是老
师傅们第一个跳到水里，用身体架桥或者扛着电力物资过水抢修，
让我们能够衣不沾水地带电作业……”11月8日下午，党的二十大
代表、国家电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走进
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堂，为青年
学子讲授了一堂特殊而生动的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关注产业工人。”张黎明在讲课中

说，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不能瞧不起
产业工人。我们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济。一定
要转变观念，大力培养产业工人。张黎明表示，这10年来，亲眼
目睹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参与电力事业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真正深刻体悟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他围绕党
的二十大大会盛况、大会成果、大会精神、个人收获等方面，与大
家分享自己的参会心得，传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大的决策部
署、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等，从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视角出发，表
达“生逢盛世理应肩负重任，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坚定信心。

供电与生活息息相关。课堂上，张黎明为青年学子讲述了以他
名字命名的共产党员服务队持续开展惠民志愿行动，义务为老旧楼
道安装节能灯具、为九旬老人提供呼吸机特殊保电任务等经历。通
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有温度接地气的方式，让青年学子
了解到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体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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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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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既
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要求，他结合自己在工作中创新的经历，
希望南开学子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勇于创新、勇于奋斗，时刻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将“爱国三问”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努力成
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经历了这样一堂特殊的思政课，同学们纷纷表示，能在思政课
堂上近距离接触党的二十大代表张黎明，为大家深学细悟党的二十
大精神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实践学习契机，大家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将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知识水平，让青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率先以‘金课’标准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开好‘大思政课’，把学校思政‘小课堂’与社会思政
‘大课堂’有机融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创新形式，建设‘大课
堂’、搭建‘大平台’、丰富‘大师资’，以做到善用社会大课堂，用心
上好思政课。今后，还将有更多像张黎明这样各行各业精英走进
南开思政课堂，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刘凤义表示。

思政课上闪烁“黎明”的曙光
——党的二十大代表张黎明给南开学子讲思政课

日前，天津中医药大

学附属保康医院新址改造

顺利完成。昨日，该院开

展为群众办实事义诊服务

活动，党的二十大代表张

伯礼院士来到医院为患者

看病。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

党代表

坐诊

（上接第1版）

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都蕴含发展成果，牵动民计民生。透过这份“成
绩单”，记者注意到，滨海新区前三季度工业支撑作用充分显现、有效投资持
续升级加力、新兴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滨海新区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工具，全面推进税费减

免、稳岗援企等‘一揽子’稳经济政策落地。前三季度累计留抵退税193亿
元、减免房租3亿元，拨付失业保险稳岗资金5.5亿元，办理支小再贷款
1833万元，再贴现业务金额达11.1亿元。”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
峰介绍，滨海新区持续强化物流、人员、资金等要素保障，畅通产业链、供
应链，对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时监测，做好112家重点企业、372家白名
单企业保供。“在工业36个行业大类中，20个实现增长，增长面环比扩大
2.8个百分点，石油开采、石化加工、食品加工、医药制造等优势产业保持
增长。”

一组组数据展现出增量，也折射出“含金量”。可喜的是，今年前三季
度，滨海新区经济发展“量”“质”齐升。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赵前苗
说：“大项目投资支撑强劲、新动能引育成效显著，我们谋划储备项目766
个、总投资9169亿元，新开工项目189个、总投资1434亿元，同时引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内资项目
116个、到位资金285.69亿元；外资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同比
增长101.49%。”

单泽峰表示，距离2022年年底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滨海新区全面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坚决扛起“交账添
秤”的政治责任、“新区带动”的发展责任，锚定主要目标，冲刺四季度、打好
各项任务收官战，巩固经济加快恢复、回升向好的态势，以实际行动贯彻落
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全市经济大盘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指标向好 经济大盘韧性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