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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印尼遭受地震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印尼遭受地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在佐科总统
和印尼政府领导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综合新华社雅加达11月22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
灾署22日公布的最新消息，印尼西爪哇省21日发生的5.6级

地震已致268人死亡。
消息说，地震发生后，超过5.8万人被迫离家避难，仍有

151人处于失踪状态，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印尼总统佐科22
日前往震中展玉地区，表示政府将提供资金，用以重建被损毁
房屋。
据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22日消息，经与印尼外交部

领事司核实，在印尼西爪哇省21日发生的5.6级地震中，暂无
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1日16时许，河南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截至目前，事故
已造成38人死亡、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河南等地接连发生火灾等

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十分深刻！要全力救
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善后等工作，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临近年终岁尾，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
作任务较重，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已派出工作组

赶赴河南指导救援工作，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在现场指挥处
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进行中。

就印尼遭受地震灾害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1月22日下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火灾事故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
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加强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工作的措施。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
展和安全，铁规、铁面、铁腕、铁心狠抓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以实际行动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坚决筑牢首都政
治“护城河”。当前临近年终岁尾，全市各项工作
任务繁重。我们要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
思维，深刻认识我市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
杂形势，坚持“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善
于见微知著、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燃气、消

防、危化品、建筑施工、特种设备、交通运输等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和商场、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安全管理，迅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
决把隐患消除在初萌状态，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要高度重视隔离场所、定点医院等
涉疫情防控领域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对发挥政治巡视利剑
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提出重要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
重要论述，突出政治监督，把“两个维护”作为政
治巡视根本任务，聚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全市党员干部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巡视巡察工
作的广度、力度、深度，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

盖，敢于动真碰硬，精准发现深层次问题，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深度掘进。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推动整改、监督、治理有机贯通。加强队伍建设，建
好用好巡视巡察“人才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巡
视巡察铁军。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
求，用好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开展国际传播，加强对外
话语体系建设工作，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
境。要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外宣传作为首要任务，生动阐释蕴含其中的精
髓要义和真理伟力，在交流和对话中扩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加
强平台和渠道建设，创新宣传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天津故事，切实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
研究加强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工作的措施

基于5G、北斗两大国家技术平台自动导航
专为运输集装箱设计的新款重载AGV面市

天津朗誉打造专业重载AGV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11月18日，天
津朗誉机器人有限公司向外界展示新款产
品——增程式重载无人驾驶AGV（自动导
引运输车），这款专门为海港、陆路港口运
输集装箱而设计的新品，可以承载一个40
尺集装箱或者两个20尺集装箱，是朗誉机
器人公司从非标生产重载AGV向标准化
生产的转型作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
正在规划3年内建设一个占地180亩的无
人驾驶AGV生产基地，立志在津打造全球
专业重载AGV产业园。
记者看到，在宽敞的广场，无铺装路面

上，这辆长14米、宽3米、高1.7米、拥有8
个大轮胎的无人驾驶车在用白线划出的既
定道路上前行，无论是拐弯、停车还是加
速，都运行自如，动如脱兔，不越线，指定位
置停车误差只有3厘米。
“这款基于5G、北斗两大国家技术平

台自动导航而设计的新品自重20吨，可载
重80吨货物。整个运行无需任何人员操
作，可实现自动路径规划、障碍物识别与预
测、环境感知，即使满载货物，最高时速也
可达36公里，因为在电驱基础上运用了混

动增程单次燃料加注，续航里程可达800
公里至1000公里，增程器每度电综合成本
只有1.7元。”朗誉机器人公司董事长任志
勇介绍。

朗誉机器人公司近年来深耕重载
AGV市场，累积了100余项专利，已形成负
载从30吨到360吨不等的重载AGV产品
矩阵，品种多达200余个，产品远销至北
美、东南亚、欧洲等地。
“与以往根据客户需求非标生产重载

AGV不同，此次新产品专门为运输集装箱
而设计，由于尺寸固定，这就可以形成标准
化批量生产，也意味着这个产品的市场容
量放大了N倍，我们将以这个新产品面市
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智能制造车间的修建
与改造。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全球专业的
重载AGV产业园。”任志勇说。

目前，朗誉已完成首轮千万级融资交
割。在任志勇的心目中，未来3年，朗誉将
规划建设一个占地180亩的无人驾驶AGV
生产基地，年产目标达到5000台。“抢占全
球市场，为建设天津制造强市作出企业贡
献。”他说。

北辰区盛福园社区志愿服务队开展便民服务。

■本报记者 王音

初冬，冷风吹过，黄叶满地。午后的一抹阳光
暖暖地照进北辰区双青新家园盛泰园社区“先蜂
骑手”红色加油站。
忙过了送餐高峰，几名外卖骑手不约而同来

这里“歇脚”。续杯热水、闲聊几句，又或者是眯上
一会儿。“驿站”不大，却温暖如春，处处透着家一
般的温馨。
双青新家园隶属于北辰区青（广）源街道，是

我市最大的保障房片区。22个社区、4.6万多居
民，生活困难群体多，老龄空巢群体多，基层治理
难度大。
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由快递

物流、外卖送餐、网约车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组成
的“先蜂骑手”成为了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精神文
明的宣传员、服务群众的志愿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保障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这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这份工作。”37
岁的网约车司机于鹏有感而发，“我们平时到处
跑，联系广、信息多，都说我们是社区的百事通。
成为‘先蜂骑手’后，更觉得多了份责任。当好流
动的网格员，我们义不容辞。”
“先蜂骑手”们在工作之余积极地为社区治理

挑“毛病”、献计策。看到卫生死角、楼道堆物、公
共设施损坏，他们会随手拍下照片及时反馈到社
区微信群。难怪社区百姓亲切地称他们为勤劳的
“小蜜蜂”。

快递员李明全是社区老人家食堂的“专属骑
手”。从周一到周五，他每天中午负责为多个社

区的高龄、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障居民送餐
上门。3年多来，无论刮风下雨，李明全没有间
断过。
“每天甭管多忙多累，送餐绝对不耽误。不为

别的，想到大爷、大妈在家等着这口热乎饭，我就
必须得把这件事做好。这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
个承诺。”李明全对记者说。如今，很多老人已经
把李明全当成了亲人，隔三差五会打来电话和他
唠家常。
“老人和子女闹别扭了，爱跟我念叨烦心事。

有位70多岁的奶奶，做完手术在家休养，身体不
舒服就向我‘诉苦’。我既要宽慰她，还不忘和社
区说一声，提醒网格员常去看看。”说起和居民的
故事，李明全滔滔不绝。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是每个人的梦想。保
障房兜住民生底线，托起了困难群众的“安居梦”。
然而，“家”不只是一间房子，更是安宁与幸福的

所在。
双青新家园内的盛福园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公

租房社区，22栋居民楼、3736户居民，其中低保、低
收入的有477户，残疾人、失业人群居多。对于租
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解决急难愁盼的生活问题，
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才是
关键。
记者走进盛福园社区的“蚂蚁工坊”，只见一个

姑娘提着两大包手工制作的仿真花走进来，盛福园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胡永泉笑着迎上去问：“小
刘，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越做越熟练了？加油干，日
子会越来越好，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
姑娘叫刘钰，33岁，大学毕业后，为了照顾生病

卧床的母亲，她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只能靠打零工贴
补家用。找不到兼职时，母女俩仅靠母亲的退休金
生活，加上看病吃药，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以前上网找兼职，收入不稳定，心里也着急。

现在有了‘蚂蚁工坊’，社区给我找活儿，稳定多了。
最近正在学做仿真花，跟着老师学了一天就上手
了。”刘钰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这
些活儿都能带回家做，照顾妈妈、买菜做饭，什么都
不耽误。一个月平均下来能挣1000多元，解决了我
的大问题。”
更难得的是，刘钰在“蚂蚁工坊”认识了很多新

邻居。大家一起领活、交活，有说有笑，原来沉默少
言的她逐渐开朗了起来。

（下转第3版）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探索保障房片区基层治理新路径

“先蜂骑手”与“蚂蚁工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回应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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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1月22日
晚11时许，市委书记李鸿忠来到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检查调度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李鸿忠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
“三个坚定不移”，落实好第九版防控方案和
二十条优化措施，坚持以快制快、科学精准，
坚决有力做好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工作。市委
副书记金湘军参加。

李鸿忠通过视频系统先后听取市防控
指挥部和有关区负责同志关于全市核酸检
测、阳性感染者隔离转运、快速处置局部聚
集性疫情等情况汇报。

李鸿忠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定必胜信心，
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刻不容缓、争分
夺秒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坚决筑牢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疫情防控
网。要把阻断社会面传播链条作为重中之
重，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筛查效能，确保及
时发现阳性感染者，快速摸清疫情传播风
险底数，牢牢掌握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权。
要强化防范传播风险输入各项措施，加强
来返津人员管理，切实做好居家隔离、居家
健康监测。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重点区域要
压实区和街镇属地责任，有效组织专门防控
力量下沉到一线处置，建立健全模块化工作
机制，督促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坚决筑
牢基层防控网。

李鸿忠强调，要在实战中进一步细化
完善我市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的实施方
案，既要坚决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等
问题，又要坚决防止“一放了之”、不负责任
的态度。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民生需求，
特别是对封控隔离人员生活保障和看病就
医需求要给予更多关心关注，及时协调解
决实际问题。要加快推进医疗设备、隔离
房间、定点医院资源储备建设，保证防疫资
源供应充足。

市领导王力军、王建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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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优化措施

从快从速排查风险

提 高 防 控 效 率

■本土疫情呈现严峻复杂态势
■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地落实
■加强重症救治力量 提升“平急结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