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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平 通讯员 吴跃

萌）10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市统战系统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会。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作宣讲报告，并
在会后与青年干部进行互动交流。

冀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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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进行了宣讲阐释，对统战系统抓好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冀国强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团结

奋斗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作用，不断增强做
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
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的重要要求，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高质量的统战工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五
大关系”和谐，努力形成齐心协力建设现代
化大都市、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市委统战部部务会成员，市统战系统
各单位、市委台办、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领导
班子成员，统一战线各界代表人士，市委统
战部、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干部参加宣
讲会。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10日，全市
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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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部长
沈蕾作宣讲报告。

沈蕾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
要成果、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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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方面进行了宣讲阐释，并对宣传系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了
具体要求。

沈蕾指出，要学在前，求全求深，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严格对标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逐
字逐句学习、反反复复研读，系统对照梳
理、深入思考琢磨、切实掌握要义，为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强有力的思
想和舆论支持。要悟在前，求准求透，
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座谈交流等，
吃透核心要义、把握精神实质、做到运
用自如，不断深化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做在前，求实
求效，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
家园，以最新的理念、最广的视野、最大
的格局深入推动天津文化强市建设，更
好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本报讯（记者 周志强）10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军面向市级
机关党员干部作宣讲报告。

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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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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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挑战等进行宣讲阐释，并对分管部
门单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提出要求。

王力军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用
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更加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市级机关要按照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全面落实的重要要求，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带头抓好学习
培训，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深入思考
学，确保学习贯彻工作覆盖每一名党员干
部群众。带头抓好宣传宣讲，结合驻村帮
扶、入列轮值等工作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带头抓好贯彻落实，
以学促行、以学促干，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本报讯（记者 韩雯）10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副市长
李树起为我市农业农村和水务系统党员
干部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

李树起紧扣党的二十大主旨内涵与
重要意义，围绕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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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方面，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读，并结合农业农
村和水务工作实际，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

李树起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
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开展多形式、多
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加强理论研究
阐释，注重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确保
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支部、
每一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
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让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津沽大地
落地见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
献农口和水务应有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在市国
资委宣讲，市委宣讲团成员、副市长
朱鹏作宣讲报告，党的二十大代表、市
委宣讲团“宣讲小分队”成员杨汝倩分
享参会心得体会。市科技局、工业和信
息化局、外办、市场监管委、国资委、合
作交流办、政务服务办领导班子成员以
及朱鹏同志联系基层党支部、所在党支
部党员干部参加。

朱鹏围绕党的二十大主题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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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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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精神进行全面深入宣讲阐释。

朱鹏指出，要全面把握、深入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各项战略部
署，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围绕招商引
资、国企改革发展、市场监督管理、营商
环境优化、信创应用、高教科技园建设等
重点任务，拿出硬举措，展现新作为，扎实
做好今年收官工作，科学谋划好明年和未
来五年战略蓝图。要以自我革命精神全
面加强自身建设，深入推进党建工作，持
续深化纠治“四风”，转变工作作风，为天
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
坚强保障。

深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牢记团结奋斗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津沽大地落地见效

市委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拿出硬举措 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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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委书记范少军面向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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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和中国式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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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扎实推进河
东各项工作等方面，畅谈对党的二十大
报告的认识和思考。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如何聚焦‘衣食住行、

业教保医’办好民生实事？”宣讲报告会后，
范少军与参加报告会的机关党员干部、基
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等进行了现场互动交
流，回答基层干部关心关切的问题。

范少军表示，要高标准谋划好新一年
度20项民心工程，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
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扎实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台阶。要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
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进展。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深受启发，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撸起袖子
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11月8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
员、河西区委书记李学义面向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

李学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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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解
读。他表示，全区党员干部要坚持立足
实际、着眼长远，把学习宣传贯彻大会
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

结合起来，用心谋划新思路、新举措、新
招法、新抓手，以实际行动、更好成效不
断开创河西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李
学义勉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做好全年
收官之局，高标准谋划好明年全年和一
季度各项任务，做好重点产业发展、重
点企业引进、重点项目储备等工作，梳
理谋划好各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为明
年各项工作高水平开局、高标准起步奠
定坚实基础。

宣讲现场，党员干部仔细聆听，认真
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工作实
际，加快建设首善之区、打造品质城区，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河东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河西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学深悟透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昨日，我市河北区鸿顺里街九八三社区组织开展“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活动。通过社区居民创作的剪报长卷，大家现场学习

交流。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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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洋洋

11月9日，天津市出席党的二十大的部分基层
代表受邀走进宝坻区，分享他们参加盛会的感受和
体会。代表们在宝坻剧院进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之后，又深入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潮白河国家
湿地公园和黄庄镇小辛码头村，实地感受宝坻发展
脉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到基层一线、带到党员群
众身边。

宣讲会上，“社区天使”林则银、“铿锵玫瑰”李
琨、用服务传递温暖的杨汝倩、乡村振兴“领头雁”刘
美娇、“城市美容师”徐文华、真心服务百姓“信使”刘
婷、“麦田守护者”时晓伟、扎根乡土的百姓贴心人杨
秋静、“时代楷模”张黎明，分别就“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创新是第一动力”等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的重点内容、重大部署，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与观
众分享自己参会履职感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台上讲得激情澎湃,台下报以阵阵掌声。现场
聆听宣讲的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宣讲会形式新颖、深
入浅出，接地气，有温度，既带大家重温了党的二十
大的盛况，又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认识和理解，是一堂生动的宣传辅导课、党性教育
课。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
实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牢记领袖嘱托，紧跟核心奋斗，以加快打造“枢纽之
区、科创之区、生态之区、幸福之区”的扎实业绩，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宣讲会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举办，主会场设在宝
坻剧院，分会场设在各区直部门、街镇和村居，全区
共计11000余名党员干部、各领域基层代表现场参
加或在分会场聆听宣讲。

初冬时节的宝坻大地，水清河畅，层林尽染，五彩
缤纷，景美如画。宣讲会后，代表们走上京津中关村科
技城1号楼17层平台，鸟瞰科技城全貌，聆听科技城一
路征程一路歌、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的奋进历程。
在参观的同时，代表们还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园区
企业代表、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互动交流。
“代表们真诚热烈的宣讲，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鼓舞着我们

的士气，也必将转化为我们前进的强大力量。”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
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孔金凤激动地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

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对您有什么新的启发？”
“您跟社区的居民走得那么近，有什么秘籍，跟我们分享分享。”
在景色怡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看到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

们，大家纷纷围拢过来，能近距离聆听代表们的宣讲，每个人都热情
高涨，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踊跃提问。
“社区里有很多的女性志愿者，她们是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的主

要力量，我觉得要建强妇女组织到社区的神经末梢。工作中，我们社
区工作者就是社区老人的眼睛、老人的手、老人的腿，更是居民暖心
的‘小棉袄’和‘及时雨’。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我们共同把社
区的工作搞好了，社会就会稳定，我们国家治理的基石也就更加坚
固。”林则银代表回答道。

风光旖旎，淳朴宁静，走进依偎在潮白河畔的小辛码头村，代表
们一边走，一边感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村子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蒙蒙夜色中，代表们与村中党员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互动交流
党的二十大精神,气氛活跃而热烈。
“代表的分享给了我们启发，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我

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多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我们
的村庄有面子更有里子，让农民的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小辛
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奉国说。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宝坻人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指引下，宝坻区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上接第1版）深刻把握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协
党的建设；深刻把握团结奋斗的
时代要求，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
奋斗的力量。

盛茂林要求，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深入学习领会，读原文、悟原理，
为贯彻落实打好基础；深入宣讲宣
传，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讲明
白；深入贯彻落实，在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以优异履职成
绩体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丰硕成果。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以优异履职成绩体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成果

（上接第1版）

为此，朱丽英组建了社区圆梦合
唱团，并且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
“我希望把党的好政策和我们对党的
无限感激之情唱给更多人，也希望我
们能够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这场微宣讲，在圆梦合唱团的歌
声中结束。
“街里的很多居民都是棚户区改

造定向安置群众。我们依托‘小院讲
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宣讲活动，
引导党员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和感悟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宣讲
广泛倾听居民诉求，办好大家关心关
注的民生实事，让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足更强。”张凌说。

特邀嘉宾上“讲台”

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拿我们红桥区棚户区
改造、渔村搬迁来说，就是不怕老百
姓占便宜，让棚户区居民能够彻底改
善居住条件，享受到美好生活。”昨天
中午，子牙河滨河公园里，红桥区委
党校教师范红娜作为特邀嘉宾正在
参与红桥区郭从征思政团队的集研
集备活动，围绕百姓身边的幸福变化
为大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来自
区内中小学的十余名思政教师边听
边记，不时互动交流。
“我家原来就在这坡下，大伙儿

可能想象不到，就这么300多米长的河
堤，当时住了563户人家，不通燃气、暖
气，所有人共用一个旱厕。”和范红娜一
起来的还有位特殊“讲师”——“渔村”
居民穆鹏，“我在这儿住了40年，没有党
的好政策，我们这辈子不可能住上现在
那么好的楼房。再加上这几年，咱天津
提前和延长供暖期，我和老伴儿再也不
怕过冬了。”穆鹏告诉大家，拆迁过后，
她立即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
两天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她，正在红桥
区委党校参加培训。
“谁能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美

丽的公园，就是曾经的渔村旧址。我想
百年渔村的变迁就是红桥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范红娜说。
掌声响起。
“身边人、身边事儿，真实经历、真

切感受，这就是咱最接地气、最有滋有
味的思政课教材！”红桥区教师发展中
心高中思想政治教研员郭从征说，作为
一名思政课教师，我们要用身边的小例
子讲明白大道理，让青少年在感知式、
体验式的思政课程中加深对中国式现
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内容
的理解认识，产生“共鸣”和“共情”。

分众化宣讲入脑入心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入寻常百姓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
国家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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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
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什么样的新时
代好青年？”“我们选择ABCD四个答案，
我们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回答正确！”
这两天，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举行的党的二十大知识竞赛，吸引了三个
主营业务部的15名青年职工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对新时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我们更要将
学习成效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强大动
力。”“卓朗昆仑云”软件研发总监卢伟说。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热潮，正在红桥这片土地上迅速掀起。
“我们将着眼分众化、做到全覆盖、

确保听得懂、真正见实效，在全区已有宣
讲团基础上，扩建千人宣讲团，在全面学
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基础上，针对红
桥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开展
分众化、全覆盖宣讲。同时，创新宣讲形
式手段，坚持以事明理、情理交融，把讲
道理和讲故事、讲事实、讲逻辑结合起
来，让广大群众好接受、能领会、记得住，
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红桥区委书记李清表示。

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