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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

也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中

俄双方加强沟通协作，推进重大合作项目，显示出中俄能源合
作的强劲韧性，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广阔前景。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促进能源清洁绿色发展，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与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
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
合作新篇章》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
同体》。

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魏彧 周志强）11月29日，市委
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检查调度疫情防
控医疗资源保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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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好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
十条优化措施，统筹调度全市医疗资源，精准防
控、科学诊疗，提高服务水平和温度，增强医疗救
治和服务保障能力。
李鸿忠通过视频系统察看国家会展中心二级

定点救治医院、梅江二级定点救治医院建设使用
和内部运行等情况，听取市卫生健康委、市住建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
等部门负责同志相关情况汇报。与会同志围绕设
施资源储备、医护力量配备、诊疗医治等进行深入
讨论。

李鸿忠强调，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较为
复杂严峻，要坚决落实“三个坚定不移”，适应病
毒快速传播特点，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落实“四
早”要求，及时发现阳性感染者，迅速落实风险人
员管控，做到“四应四尽”，集中力量处置重点区
域聚集性疫情，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李鸿忠强调，科学统筹全市医疗设施和医疗
资源对我市迎战奥密克戎疫情非常关键。要强
化底线思维，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应急疫情
防控、感染者诊治和群众日常看病就医、基本生
活保障等多重需求，统筹全市医疗服务体系整体
承载能力和二级定点救治医院、隔离点等资源需
求总量，切实提升医疗资源、医护人员力量周转

调度综合效能，全力落实防疫情、保就医、保民生等
各项工作。要提升二级定点救治医院使用效率，研
究优化诊疗工作方案和相关机制，做到感染者收
治、分级诊疗、出院检测、居家观察等科学高效衔
接。加强内部组织管理，悉心提供医疗服务，做好
住宿、饮食、卫生清洁等保障工作，加强医疗废弃
物、生活垃圾处置，严防传播风险外溢。当前正值
寒冬，要格外关注入住人员的休息保暖，温情服务，
耐心细致做好纾解焦虑、情绪引导、人文关怀等工
作，帮助感染者积极接受医疗诊治和健康监测，争
取尽早康复。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防范涉
疫情防控领域安全事故。要全力做好全市生活物
资保供稳价工作，保证货源充足、运输畅通，切实满
足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市领导王力军、杨兵、王建国参加。

李鸿忠检查调度疫情防控医疗资源保障工作

强化底线思维 坚持系统观念
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医疗资源保障能力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西青区张家窝镇民盛里社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有新招——

乡贤不“闲”解心结
■本报记者 王音

“车棚是公共空间，不是自家的杂物间。您
看，现在的车棚宽敞又干净，看着多舒服。社区环
境好，还得靠大家共同维护！”说话的人名叫康家
乐，家住西青区张家窝镇民盛里社区。不久前，社
区开展大清整行动，清除了“僵尸车”和堆积的杂
物。现在，康家乐一看到收拾一新的车棚，总忍不
住夸上几句。
康家乐是社区里出了名的志愿者，居民们都

亲切地称他“乐哥”。从去年开始，乐哥有了一个
新身份——“厚德乡贤”。爱管“闲”事儿的他闲不
住，很快成了化解矛盾纠纷的“多面手”。
近几年，西青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脚步不断

加快。在完成“村改居”后，张家窝镇16个村搬进
了11个还迁社区，实行“村委会+居委会”并行管
理的模式。同时，天津南站的交通优势，也让张家
窝镇成为外来人口安家置业的重要区域。
民盛里社区是张家窝镇7个村的还迁房社区。

像民盛里这样的大型社区，居民既有本镇村民又
有很多租住人口，这也为基层治理增加了难度和
压力。
从平房到楼房、从村民变居民，各种服务从村

委会转移到了居委会，这让习惯了大小事都找村
委会的群众有些不适应。
“有了矛盾纠纷，还是先去找村委会，但好多

事村里解决不了。镇里有司法所，很多人又不知
道怎么找。”康家乐说。

2021年11月，西青区以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创建为契机，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社
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机制，在每个村（居）选出3至5
名积极热心又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志愿者，参
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一支829人的“厚德乡贤”
队伍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民盛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琨给
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今年年初，有一家人因为

赡养老人“闹”到村委会。起因是长期跟着儿子生
活的老人，瞒着女儿将自己的房产过户给了孙
子。儿子百口莫辩、女儿心中委屈，年过八旬的老
人左右为难。

村委会难以解决，于是请“厚德乡贤”来帮
忙。乐哥先帮他们咨询了司法所、房管部门，了解
到老人的做法是合法的。讲明了法理，还要通情
理。前前后后调解了四五次，最终化解了子女们
的心结，一家人达成了一致，重归于好。

家庭矛盾、邻里不和、物业纠纷……这些“小
事”“闲事”在农村、社区时常发生。这些看似“小”
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
稳定的因素。

虽然不是专职调解员，但“厚德乡贤”遇事儿
不回避，积极协调解决，用真心和热情化解了一个
个“小矛盾”，让矛盾在基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调解那些诉求合理，仅需要释法说理的日常

矛盾纠纷，这些讲品德、又为乡人推崇的乡贤发挥
着主导作用。”张家窝镇司法所所长王成说。
“厚德乡贤”不是抛开现有调解体系“另起炉

灶”，而是在调解工作基础上对人员力量进行有益补
充。一年多来，王成与康家乐在工作中互动频频，双
向促进。
“我们的调解员经常和乡贤一同参与调解。一

方面，我们可以为乡贤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持；另一
方面，有了乡贤的参与，让我们的工作更接地气。”
王成说。
“全村90%的人都是同一个姓，虽然住进了高

楼，但亲缘没有断。口音就像身份证，你一张嘴，感
情就拉近了。有时话说重了，对方也不会介意。”张
家窝镇司法所调解员刘彬说得实在。
对于这句话，社区“一肩挑”王琨深有同感。在

她心中，乐哥这样的“厚德乡贤”已经成为社区离不
开的好帮手。“就拿清理车棚这事来说，有一户居民
常年在车棚堆杂物，网格员上门沟通，却吃了‘闭门
羹’。最后，还是乐哥做通了这家人的思想工作。”
“毕竟是不占理的事，看见我们来了，对方会有

所顾忌。都是乡里乡亲，要讲个面子，不好意思胡搅
蛮缠。”康家乐附和道。

（下转第2版）

西青区民盛里

社区组织网格员、

志愿者开展“宪法

宣传周”系列活动。

（资料图片）

连日来，我市供热单位根据天

气变化做好应急预案，提高供热温

度。同时，加强设备安全巡查，努力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图为南开区供

热职工加强设备巡查。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石乔 刘峥 摄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者冒严寒抢进度

姜汤送工友 暖身更暖心
◣

社区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添“保温层”

“喝点儿热茶，歇歇脚”
◣

公交提前预热开启暖风

“候车避风港”温暖出行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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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清

“一心一意服务发展，一户一策精心帮扶，一点一滴精细周到，一枝
一叶关怀民情”，走进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办税大厅，你会领到一张
印有唐洪祥劳模工作室电话号码的暖心小卡片，卡片分量很轻，沉淀的
却是一位退役老兵退役不褪色、退位不退休的执着坚守。
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58岁的唐洪祥，现任国家税务总局

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督办。41年来，无论是身着戎装保家卫国，还
是脱下军装拼搏奋斗，“冲锋号”吹响的地方，他一直冲在最前面。
不久前，唐洪祥荣获2022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实现我

市连续五届在此项活动中榜上有名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全市广大退
役军人的精神风貌。

忠诚老兵 他是永远跟党走的擎旗人

“脱下‘海军蓝’换上‘税务蓝’，将‘军魂’铸于‘税魂’，将‘军歌’
融于‘税歌’……”笔挺的制服，铿锵的话语，最近唐洪祥有点忙，除了
案头工作，作为市劳模宣讲团和生态城宣讲团成员，他还要宣讲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
“目前，已宣讲了2场，一场面向税务系统的青年党员，一场面向生

态城的企业。”工龄41年、党龄37年，从部队到税务系统，从普通干部到
基层税务带头人，唐洪祥始终是对党忠诚的擎旗人。
创建“强支部优品牌”，开通“先锋热线”，打造“薪火传播”青年宣讲

队，创立“暖城”志愿服务品牌……多年来，唐洪祥把推进党建和税收深
度融合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26个支部，26个品牌。‘强支部优品牌’拓宽了支部服务边界，由

‘坐等上门’转变为‘走出去服务’，不仅服务企业，更服务每一个纳税
人。”国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党办主任刘承智告诉记者，
做好党建工作，唐洪祥有一个“法宝”——随身携带的党建笔记本，上面
除了党建笔记、工作计划，还有很多突发“小点子”。
多年如一日，如今唐洪祥的党建笔记本已记了数十本。

倔强老兵 他是敢啃“硬骨头”的“拼命三郎”

唐洪祥劳模工作室年初成立，设在他位于生态城税务局的办公室内。电话答疑、上门释
惑、用心帮忙解难题……即便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军人税官的高标准严要求始终如一。
“这么多年，他用军人的铮铮铁骨带出了一支‘敢打仗、能打仗、打胜仗’的税务铁军。”国

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人事教育科科长佟蕊跟唐洪祥一起工作多年，亲眼见证
了这个“拼命三郎”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从“营改增”、金税三期上线、征管体制改革到减税降费、抗击新冠疫情……面对多次改

革和重大任务，唐洪祥都冲在最前面。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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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公示

佛罗伦萨小镇商圈上榜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近日，商务部公

示了首批12个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和16个
全国示范智慧商店名单，我市佛罗伦萨小
镇商圈、创意米兰时尚生活广场分别上榜。
据了解，今年，商务部组织开展了智慧

商圈、智慧商店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传统商
圈和商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此次入围
的佛罗伦萨小镇商圈是天津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消费地标之一，由武
清区前进道沿线的佛罗伦萨小镇、V1汽车
世界、创意米兰时尚生活广场等多个商业

体构成，占地面积约90万平方米，已初步形
成名品创新消费、汽车创新消费、幸福产业消
费三大集群。2021年，商圈客流超过1000万
人次。

目前，佛罗伦萨小镇商圈内的商业综合
主体均配备客流监控分析系统、停车管理系
统、智慧楼宇能源管理系统、智慧商圈大会员
系统等。其中，智慧AI终端（景区商用机器人）
可提供电子地图导览、咨询、指引、信息发布
等服务。此外，商圈还利用AR、VR、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顾客打造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产业、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税区获生态文明建设“国字招牌”
国产大飞机C919获颁生产许可证
15名飞行员取得C919飞机型别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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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高气温-2℃ 市民外出注意防寒保暖

抵御寒潮 守护温暖

落细落实防控措施

有效抓好疫情处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回应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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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12次发射任务全部完成 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