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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暨
区委常委会2022年第二期读书班、活动工作专题四读书班专题交流研讨

凝聚一起向未来的磅礴伟力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给苹果上“保险”

帮果农种“希望”

■ 通讯员 马妍

为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红桥落地
生根，日前，红桥区委常委会按照市委工作
要求和安排，围绕“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凝聚一起向未来的磅礴伟力”主题，采取
宣讲报告、集中自学、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
式，集中三天举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的
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暨区委常委会2022年
第二期读书班、活动工作专题四读书班。近
日，读书班以“准”组织生活会形式进行专题
学习研讨。红桥区委主要领导主持会议，带

头交流发言，常委同志结合学习党的二十大
报告及相关辅导读本等谈认识感悟，把自己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深入
分析，查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
施。市委宣传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区委主要领导在交流研讨时说，亲历盛
会，真切感到党的二十大是一次团结的大
会、奋进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作为基层领导干
部，要持续深入学习，带头在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学习成效体现在力行上。

会议指出，全面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要深刻领悟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
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两个确立”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熔铸忠
诚品格，践行“三个务必”，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继续紧跟习近平总
书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会议要求，要抓好分管领域、分管部门贯
彻落实工作，促进各级党员干部逐字逐句、原
原本本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理解内涵，准确把握外延，切实用党
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要严格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
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活
动，注重分众化，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要
深入基层群众开展宣讲，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
清楚、讲明白，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会议强调，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各自职责分工，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抓深、抓实、抓
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要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攻
坚年行动，加快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要持
续做好民生工作，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 通讯员 汤甜甜 王瑞荣

“这哈我们就放心得很了，苹果产量、质量
有保证，价格又能保障，还担心啥嘛！”甘肃省
合水县庆阳陇山红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武轩
宏亲切抚摸着眼前挂满枝头的苹果，兴奋地
说，“这不仅是苹果，还是我的‘致富果’哩！”

2020年，合水县吉岘镇招商引资引进庆阳
陇山红果业公司，投资4063万元，在吉岘、王
咀、罗家畔3个村集中连片流转土地1050亩，着
力建成一处省内领先、国内先进、优质高效的
现代化苹果标准示范园。“不仅规模一哈子大
了起来，我们还引进了进口的水肥一体化系统
和先进的果园管理机具、管理模式进行经营管
理，肯定是踅摸着能有好收成。但是要保丰收
还是存在问题。”有着丰富苹果种植经验的武
轩宏表示，每到5月，果农们就得投入到紧张的
防霜工作中。以往，他们除霜基本是靠燃烧大
量的麦草，但这样做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使用
明火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县里也一直在劝阻
这种行为。“其实就算靠老办法，这一片果园上
千亩，我一哈怎么可能搞到那么多麦草呢！”武
轩宏犯了难，摊子已经铺开了，难道眼瞅着它
减产甚至绝产吗？

一筹莫展之际，红桥区送来了“及时雨”。
“我们和咱们红桥援派来的挂职干部沟通了这
个情况，没想到他们真的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了，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合水县果业局张华
说，经过多方走访调研，最终，在今年4月，红桥
向合水投入资金130万元，援建了3台“天水丰
神”及其他智能型设备。“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不仅除霜，还能防虫害、防灼伤、防果锈，同等
条件下，产量至少能翻一番，而且质量还能得
到保证！”张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是整
个庆阳市第一个引进这设备的。投用以后，效
果很明显，周边好多种植户都还特地来参观学
习呢！”

扇叶迅速有力旋转，耳边随即隆隆作响，
“天水丰神”的投用相当于给苹果丰收上了一
道“保险”，而除此以外，红桥区还给这些合水
苹果上了一份真正的保险。

今年3月初，受消费疲弱及疫情散发的影
响，不少农户担心苹果销售不畅导致价格下
跌。“大伙儿一年的希望都在这个苹果上了，如
果价格卖不上去，也相当于一年辛辛苦苦白
干。”庆阳红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高钦有说。该合作社覆盖太莪乡北掌村、关良
村、邢坪村、太莪村、黑木村、罗塬村等6个行政
村，涉及果农197户600余人。“村民们隔两天就
问我苹果下来后大概会是个啥价格，这个我咋
能知道哩？”面对村民的担忧，高钦有同样焦虑
不安。

这时，红桥区给乡里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好
消息，前期一直在与之洽谈的方正中期期货有
限公司决定与该合作社开展苹果“期货+保险”
试点项目。“也就是以项目入场时的苹果期货
价格为基准，项目运行到期时，如果苹果价格
下滑，我们也将对下跌差价部分进行赔付，最
大程度帮助苹果种植户规避因苹果价格波动
而给农户带来的风险，确保稳收增收。”项目负
责人邵颖说。
“乃能行！”大伙儿一听有这么个保障，高

兴得个个脸上阴转晴。据了解，今年该项目共
保障苹果315吨，保障金额约260万元，总保费
10万元，已赔付金额2万元，有效帮助当地苹果
种植户免受苹果价格下行带来的损失，切实保
障了农户收益。

收成、收益都有了保障，果农自然干劲十
足。但收上来的苹果如何更好地销售推广，是
摆在两地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一方面，合
水这边以‘消费+旅游’的形式，在当地景点花
溪谷进行线上直播带货，另一方面，我们在红
桥的合水扶贫馆、大型商超等积极进行线下展
销，扩大流通渠道。但仅是鲜果的销售还不
够，我们还要给整个合水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再上一道‘保险’。”红桥区政府合作交流办副
主任李伟介绍说，红桥区投入250万元东西部
协作资金，支持当地龙头企业陇象集团新建苹
果深加工车间1座，购置1条苹果深加工流水
线、200吨冷冻库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弥补了
合水县苹果深加工短板、延伸全县苹果产业
链、提高苹果附加值。
“产品类型丰富了，销量肯定也会相应上

涨。”陇象集团总经理朱彦明说，目前，整条苹
果深加工流水线正在安装中，相信不久以后，
将从这里生产出更多合水苹果产品，并带着果
农们的致富希望销售到全国各地。

■ 通讯员 吕群

“提到国防，大家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
远，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三条石街
道千吉花园社区“小院讲堂”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宣讲员，吸引了众多小“国防迷”。红
桥区人民武装部干事、“时代新人”宣讲员
孟昊文一开场就把小“国防迷”们的兴趣调
动起来了，从国防常识讲到强军思想，从国
防科技讲到军事斗争，用具体的数据、真实
的案例向大家讲述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和
重大意义。“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支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知不觉
中“小院讲堂”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
众，大到七十多岁的老人、小到五、六岁的
儿童，都融入其中。

孟昊文一边讲一边带领大家观看国防
宣传展牌，学习国防知识，“大家可能会觉

得，国防这么大的主题，跟你我有关系吗？
其实，一个国家能给全体国民提供的最重要
的公共产品就是国防安全，这种安全像阳
光、空气和水一样，拥有时不需要想起，一旦
失去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而国民心
底的国防意识和参与国防的热情，需要靠国
防教育去唤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进程中，全民国防教育肩负着塑
造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历史使命，意
义重大。”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武装部和区退
役军人局的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国防教
育宣传品和宣传手册，介绍了我国国防教育
日的由来、国防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性质、公
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听了咱们的

宣讲，让我了解到了国防事业原来和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今天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孩子们
认识到了国防事业的重要性，厚植了孩子们的
爱国主义情怀，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一定
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
任。”在场的群众纷纷表示收获很多，希望能多
组织国防宣传教育活动，学习更多国防知识。

宣讲结束后，许多社区居民特别是青少年
学生们还是意兴阑珊、意犹未尽，三条石街道
干部刘丽丽又带着大家参观了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国防教育阵地，在航母、雷达车及导
弹等现代化武器模型展示区域，让孩子们亲身
感受到了祖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科技力量的进
步，先进的兵器引发了孩子们的兴趣，“这些武

器装备都太酷了，以后如果我有机会，一定穿上
戎装，使用这些武器装备，为国防事业贡献一份
力量！”参观结束后还组织小朋友们开展了一场
国防知识竞赛，“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哪一天？”
“是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成书于春秋末
期，我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
军事著作是什么？”“《孙子兵法》”大家争先恐后
地举手回答。

这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国防教育活动让
居民群众了解了基本的国防理论和军事知
识，在青少年心中埋下了科技强军、人才强
军的种子。红桥区将持续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
深走实。

■ 通讯员 汤甜甜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部署要求，着眼注重
分众化，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着力把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大论断、重点
部署讲清楚、讲具体、讲鲜活，促进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
务上来，红桥区委在全区已有17个宣讲团基
础上，吸纳市、区两级“两代表一委员”、劳动
模范，中央和市属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
民营企业、涉外机构党组织负责人，全区副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居民群众代表，百业能
人等组建千人宣讲团，针对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不同群体的差异性、特殊性，细分14个

宣讲主题，组成14个宣讲分团，开展分众化、对
象化宣讲，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见
诸行动。

11月14日至17日，全区举办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培训班，邀请区级领
导、党校教师、专家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宣讲技巧，分两期对千余名宣讲员进行
培训。

培训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
务，各宣讲分团和参训宣讲员，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做好宣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责
任，摆上重要位置，认真抓紧抓实。

培训要求，广大参训宣讲员要坚持把学
习放在当前重要位置，端正学习态度，树立学
员意识，带着任务学、带着问题学、带着责任

学。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党章及其他相关辅导书目，全面把握精神
实质，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为宣讲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培训要求，各宣讲分团和广大宣讲员要细
分受众群体类型，紧密联系宣讲对象的思想工
作实际，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开展
好分众化、对象化、精细化的宣讲。要采取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报告的大主题、大道理
与群众身边小变化、小日子、小生活结合起来，
多用典型事例、典型人物、典型数据说话，多讲
带热气，泥土味、机油味、田间地头、胡同街巷
的乡音土语，让宣讲接地气、有生气、得人气，
让受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要持续加大
社会宣传力度，与宣讲工作同频共振，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国防教育进小院“童”心共筑强国梦

上好宣讲第一课
——红桥区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培训班

■ 通讯员 王彬

分众化，全覆盖，外卖小哥也有自己的
“专属课堂”啦！”

日前，辖区里的外卖员齐聚咸阳北路街
道红旗社区红色先锋驿站，聆听社区宣讲员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共同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热议相关内容，并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畅谈感想体会。

这天上午，外卖员小王早早来到驿站，
说起党的二十大，他立刻来了精神，“党的二
十大可是咱国家的大事，肯定得认真学习，
平时工作太忙，也没时间好好了解，这次听
说社区要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交流学
习活动，我马上就报名了。”

外卖小哥陆续到场，大家热情高涨，活
动在众人的热烈讨论中拉开序幕。“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宣讲中的话语不仅发人深省，更引起
了外卖小哥们的共鸣。
“咱社区宣讲员讲得特别好，好多话说到

了我们心坎上，这几年咱红桥的变化大家都
看在眼里，路更平了、环境更好了，这些既是
区里的事儿、国家的事儿，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的事儿，我们也愿意一起参与进来。”小王说。

为了让党建引领在基层落地生根，真正
打通基层组织“神经末梢”，筑牢基层治理
“桥头堡”、搭起基层治理“连心桥”、炼好基
层治理“铺路石”，咸阳北路街道特别建立起
一支“红咸小哥”志愿服务队。

这支服务队可不一般，它将外卖小哥等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等统统纳入到基层治理
的队伍中去，利用这些两新群体自带的城市
探头、街域管家、环保骑士、流动喇叭等特殊
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社情民意“传声筒”作用。
“送餐时我们如果发现路边有安全隐

患，会第一时间拍照上传，报送到网格小程
序。”外卖员丁晓雷说，“看到咱们街道社区
一点点变好，我们打心眼儿里高兴。”

两新群体服务社区，社区关爱两新群体，
这是一场感人至深的双向奔赴。“我们努力回
馈社区，也是因为在工作中，时时刻刻能够感
受到社区党组织对我们的关爱。”外卖员黄露
露说，“你就看咱这个驿站，我们能在这里打水、
吃饭、上厕所，这里还有微波炉、冰箱、雨衣等物
品，几乎能够照顾到我们平时会遇到的各种需
求，真是太贴心了。”

红色先锋驿站设立的初衷就是把党的关
怀送到新就业群体中去，为此，咸阳北路街道
红色先锋驿站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提出“暖心
服务清单”，全力做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服
务保障工作，为新就业群体筑起温暖的“家”。

外卖小哥也有

自己的“小课堂”

近日，红桥区千人宣讲团深入机关、学校、企业、居民身边开展分众化

宣讲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鲜活事例，用浅显易懂语言阐释大主题、

大道理，让宣讲接地气、有生气、得人气，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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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宣讲团在红桥
分众化宣讲增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