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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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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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牢记党中央关于摘帽不摘

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

要求，谨记市委关于有限无限相结合的

指示精神，升级加力全面做好今后的脱

贫攻坚各项任务，进一步巩固两地各部

门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一定不辜负各级组织和领导的

信任和重托！”6月30日至7月2日，滨海

新区代表团赴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

甘南州合作市，考察推动东西部扶贫协

作工作，看望慰问滨海新区援派干部。

在此期间，代表团对援派干部的关心问

候、殷切嘱托为援派干部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振信心、鼓舞士气。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我们合作市65名援派干部，肩负着

组织的信任和各级领导的嘱托，我们一定

会圆满完成扶贫任务！”2017年7月来到

合作市挂职的合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征

见到滨海新区代表团时非常激动，他说：

“感谢连茂君书记和各位领导来看望大

家，我们都很激动。能够参与脱贫攻坚

这一伟大事业，我们感到荣幸，一路走来

有苦有乐也有挑战。我们远离家乡，义

无反顾投身扶贫一线，克服气候、海拔、

饮食、语言等实际问题，在援甘前方指挥

部的带领下，融入当地各单位各领域，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展现出滨海新区干部

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得到

了属地部门和领导的认可与赞扬。多年

来，援派干部已经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

年，全体挂职干部将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见证全国贫困群众一道摆脱贫困。”

“代表团考察期间，连茂君书记对大

家的讲话饱含深情，我们备感亲切！滨

海新区和保税区对张家川县多层面的帮

扶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将备加珍惜帮扶之情，用足用好帮

扶之力，坚持不懈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夺

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下转第二版）

昨日16点整，两片U箱组合连续

节段梁缓缓升起，于滨铁2号线第三标

段项目跨中央大道既有路口处完成合

龙。这是滨铁2号线全线首例完成架

设的U箱组合连续节段梁，也是天津

轨道交通领域首次应用这项工艺。滨

铁2号线快速步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目前，由中建三局承建的滨铁2号

线土建第三标段已基本完成中央大道

段下部结构施工任务，开始上部结构施

工，中新天津生态城站、和顺路站、南开

中学站也正在同步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日前，区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委组织开展“学抗疫精神、争滨海先锋”主

题党日活动。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红

星带头以普通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

共同学习，共同交流体会，结合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战双赢”，共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并就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为党员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

为推动“党建+服务基层”活动深入开展，各

党支部启动人大“结对共建、先锋同行”特色品牌

活动，与共建社区慰问困难党员、慰问困难群众、

慰问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同时注重党

建与推进业务工作融合贯通，开展形式多样的实

践活动，以坚强组织力激发硬核凝聚力、战斗力。

党员们到兴安里社区开展“品味端午，传承文

明”爱心志愿活动，为困难退役军人、孤寡老人、低

保户、困难户等送上亲手包的粽子，带来党组织的

关爱；与海滨街联盟村党总支到大港中医医院开

展“重温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聆听抗疫精神、

争做滨海先锋”主题党日活动，聆听院长邓为民同

志讲述天津市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事迹，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下转第三版）

满怀信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时报记者 张姝 报道

首例U箱组合连续节
段梁成功架设

滨铁2号线
施工“提速”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初心使命
争做滨海先锋

许红星参加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1 日至 2

日，滨海新区代表团赴甘肃省甘南州合作

市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深化两地扶贫协作，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推动甘肃省甘南州合

作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市委常委、滨海

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与甘肃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座谈。

滨海新区代表团一行首先来到合作

市卡加曼乡实地考察新区援建的香拉花

海特色旅游村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

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成效。连茂君边走

边看，就完善配套设施、促进旅游产业发

展与当地领导深入交流。拾级而上，走

进建档立卡贫困户杜富贵家中，听到他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报酬、分红等方式实

现了持续稳定增收，连茂君深感欣慰，并

祝福他日子越过越红火。随后，连茂君

来到藏族群众尕都才让家中，与他亲切

攀谈，深情地对他说，要坚信在党中央的

带领下，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日子

还会越来越好。

在两地座谈会上，连茂君指出，此次

学习考察，我们深切感受到甘南州合作

市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

的决心、力度，感受到了甘南州合作市广

大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感受到甘

南州合作市一步一美景、一户一小康、一

村一产业、一人一幸福的发展成效，进一

步坚定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必胜信

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坚持有限无限有机

结合，以有限的投入加强无限的感情，以

有限的资金带动无限的资源，做好有限的

线下协作，拓展无限的线上交流，搭建长

期合作的线上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产业

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

风互鉴、共同发展”。坚持输血和造血有

机结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结果导向，支援与合作并举、技术与智

力相融，全力做好“造血”文章，真正走好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脱贫之路。坚

持实践和学习有机结合，对口帮扶人员要

坚持一线工作法，放下架子，沉下心去，深

入基层，认真学习甘南州和合作市先进的

管理经验、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特色县市

发展思路与甘南干部饱满的工作激情，在

实践中提高本领。坚持当前和长远有机

结合，将成功的扶贫协作模式进一步固

化，并向深度广度推进，做到全领域、全覆

盖、全合作，推动两地感情进一步延展、工

作进一步延展、组织进一步延展、领域进

一步延展，唱好对口帮扶的大戏，传承两

地水乳交融的情谊，共同打造东西部交流

合作、携手共赢的发展典范。

俞成辉对滨海新区长期以来的无私

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强调，要突出

“联”字，在联人、联心、联情上下功夫。加

强两地交流、交往、交融，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资源互补、优势互通，持续加强沟通

协作。突出“扶”字，在扶贫、扶志、扶智上

下功夫。在人才交流培养方面建立更加

紧密的合作机制，切实发挥帮扶的催化作

用，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内生动力。突出“精”字，在精准、精确、

精美上下功夫。要更精准更精确，把帮扶

的成果定位在精美上，依托合作市深厚的

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着力打造文化、特

产、饮食等特色一条街，持续扩大群众固

定收入渠道。突出“感”字，在感谢、感

激、感恩上下功夫。充分挖掘滨海新区

在合作市帮扶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模范事迹，号召全州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用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关怀和天津的深情厚谊。

座谈会上，环球旅行社（天津）有限

公司与合作市签订了区域旅游合作协

议，举行了滨海新区社会帮扶捐款仪式。

天津市援甘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袁新

河；区领导马波、夏青林；甘南州领导刘永

革、周梅；合作市领导文建斌、马庆平、刘

风云、赵凌旻、谢青云、常征、杨中鲁、马小

梅、加华东珠、尹五生、万玛当知参加。

时报讯（记 者

徐晶晶）在甘肃学习

考察期间，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

记连茂君看望慰问

了新区援甘干部人

才，并与大家深入座

谈交流。

座谈会上，新区

援甘干部人才代表

王青、常征、柴志刚、

魏宏江、梁志会、茹

红瑞深情回顾援甘

工作经历，交流心得

体会，表示要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市委、区委工作要

求，以对受援地各族

群众的真挚感情，全

身心投入对口支援

事业，以对口支援的

实绩和成果，展现新

区援派干部的担当

作为，决不辜负区

委、区政府和全区人

民的重托。

连茂君代表区

委、区政府向广大新

区援甘干部人才表

示亲切慰问，致以崇

高敬意。他饱含深

情地说，广大新区援

甘干部人才不远千

里来到甘肃，克服各

种艰苦条件，义无反

顾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促进受援地加

快发展、增进彼此交

流合作作出了积极

贡献，赢得了当地党委政府和各族群众的普遍赞

誉，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是当之无愧的

“高行楷模”。

连茂君强调，广大新区援甘干部人才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将对口援甘工作作为人生

难得的历练和宝贵的财富，备加珍惜、接续奋斗，

化有限为无限，带着感情和责任进一步做好对口

援甘工作，谱写人生出彩华章，努力实现人生价

值，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有机统一小我与大我，更好

体现政治担当，把做好对口支援作为对践行初心

和使命的重大考验，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再加油、再鼓劲、再冲刺，不折不扣完成好对口帮

扶政治任务。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代表团赴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学习考察

聚力脱贫攻坚战 深化全方位扶贫协作
连茂君与俞成辉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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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万平方米硬化道路及沿线绿

化焕然一新；约 300 平方米新型多功能

村级综合服务站投入使用；数百户村民

享受到“煤改燃”实惠；通过打井、安装高

质量净水设备等方式，广大村民免费喝

上了高质量纯净水……在天保控股“85

后”扶贫干部马石磊眼里，帮扶村里的这

些显著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就是一幅新

农村的“景象”。

2013年8月，天保控股接到了“结对

帮扶”宝坻区潮阳街道庄头村、马各庄村

的任务，刚刚入职两年从事区域土地开

发建设工作的马石磊想都没想就踊跃报

名，后经选拔成为了天保控股驻村帮扶

工作组的一员。

“刚到村里那段时间，自己和同事们

整日里只忙一件事，那就是串百家门、询

百家事，深入田间地头，走遍每条街道、

每个村民家中，与村干部和农户们促膝

长谈，全面掌握当地整体状况和制约经

济发展的瓶颈、村民需求的痛点。”马石

磊说，35岁的他自幼成长于农村家庭，亲

身经历过幼年时期农村生活的辛苦，一

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亲手为振

兴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做点事。

经帮扶组和村两委班子研究，确定

了“以组织建设为龙头、发展村级经济为

主线、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解决村民关

切的实际困难为目标”的帮扶工作思

路。大家随即各尽其能，开足马力干了

起来：整修村内公路、建设功能类设施、

改善园林绿化、翻修危旧房屋……

（下转第三版）

“85后”干部七年帮扶路：贫困村的“蜕变”
■ 时报记者 朱绍祥 战旗 报道

马石磊（左）查看农作物长势
——兼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环境营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