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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奉献 筑牢
“战斗堡垒”

高新区联合信创企业
举办特色党日活动

——记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曹振东
在大沽街道有这样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把不懈学习作为立身之本，把涵
养道德作为工作之基，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他科学制定大沽街
道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开设专题党课宣传民法典和党史学习教育，并结
合实际工作，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到推动新区“二次创业”的实践当中。他就是
大沽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公室四级调研
员曹振东。日前，他被评为天津市优
秀共产党员。
▲

曹振东（左）到社区居民家中慰问 大沽街道供图

辖区单位、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多
创新招法 筑牢“战斗堡垒” 元共治。通过党建引领，大沽街道千余
曹振东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基层治
名党员、群众、青少年通过“组织在线”智
理，注重建章立制，指导社区专题研究社
慧平台参与到疫情防控、创建全国文明
会治理、扶贫助困、扫黑除恶、环境治理等
城区等重点工作中，社会治理工作由单
重点工作；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每年
纯的政府管理转变为多元参与，民生关
完成两次党建巡查，到社区指导工作 50
注、社会热点问题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
余次，并参加“社区向群众汇报”活动，与
层。在他的推动下，大沽街道党建工作
居民面对面沟通；每年深入企业 20 余次， 有了新提升。
了解企业、社区和百姓需求。
在工作中，曹振东党务工作业务熟
在他的带领下，大沽街道先试先行， 练，善于创新招法。他牵头制定《大沽街
积极开展党建红网格建设工作。以和盛
道 基 层 党 建 正 规 化 建 设 实 施 细 则（试
苑、和美苑社区为试点，发挥基层党组织
行）》，
着力加强基础工作、基本制度、基本
战斗堡垒作用，形成“红色网格”多元共
能力建设。在他的带领下，
大沽街道通过
治的良好氛围。此外，大沽街道还打造
建立台账，指导相对后进党支部进行整
“红色业委会”
“ 红色物业”
“ 红色市场”， 改，使 4 个相对软弱涣散党组织全部“摘
推行“党建+民生服务”模式，引导发动
帽”，
一个无星社区转化为“四星社区”。
（上接第一版）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空客对
中国市场的信心，
也证明对天津投资环境
和中航工业作为投资合作伙伴的信心。
空客天津总装线项目一直被誉为中欧高
科技领域合作的典范，
未来双方将继续深
化合作。
徐岗透露，
今年空客在中国市场交付
的飞机占到全球交付飞机数量的 21.5%，
“今年计划交付 5 架 A350 飞机给中国的
航空公司，下一步要进行整体产量的提
升。此外，我们也在和中方伙伴密切磋
商，
探讨未来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的可能
性，
比如广受欢迎的 A321 飞机。
”
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赵学森表示，
15年来，
双方从单通

他还十分注重有序推进大沽街道党
建示范点创建，打造“一居一品”特色，实
现 12 个社区党建示范点全覆盖。其中和
盛苑社区被评为区级党建示范点、市级优
秀基层党组织。

挖掘先进

助力提升服务能力

自负责大沽街道党建工作以来，
曹振
东组织选拔正科级干部 2 名、副科级干部
3 名，职级晋升 20 余人，干部轮岗 20 余人
次，发展党员 30 余名，极大地提高了党员
干部工作积极性。他还经常组织轮训、培
训，
助力提升机关和社区干部的业务水平
和服务群众能力。
他牵头完成市委和区委巡视巡察整
改 4 次，有效解决了大沽街道存在的违
规发放津补贴、不作为不担当等方面问

空客天津宽体飞机首架 A350 飞机完成交付

题。疫情防控期间，他挖掘身边先进党
员事迹，号召党员干部走在前，开展“党
员亮身份、作表率”活动。大沽街道广大
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小区值守、疫情
防控宣传等工作 4 万余人次，全力营造
红色氛围。

甘于奉献

用一言一行守初心

曹振东始终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和业
务学习放在自身建设首位，
通过开展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推进“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抓好所在党支
部和机关党总支全体党员的学习教育。
他爱岗敬业讲奉献，加班加点不叫
累，
领导批评不言悔，
取得成绩不骄傲，
坚
持把自己定位在“甘当配角、积极参政”
上，充分发挥“参谋”
“助手”作用，全力配
合领导和同事开展工作，
以自己的一言一
行维护基层党组织形象。
据了解，由于工作原因，曹振东与妻
子长期两地分居，孩子在外就学，但是家
庭困难从未影响他工作的开展。他不为
名利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
念、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
深受大沽街道党员和群众好评。
记者 田敏

机。天津总装线项目第一期合作实现了
月产 4 架的目标，即每年交付 48-50 架飞
道到双通道，已经具备了全机型生产能
的舒适性，
并为航空公司设置不同类型的
机。2016 年 4 月，合作双方将二期合作延
力。滨海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在人才
客舱布局提供了灵活性。典型三级客舱布
长至 2025 年，
并增加空客 A320neo 系列飞
公寓、
交通运输、
市场环境等方面给予了很
局下，A350-900 可设置 300-350 个座位， 机总装任务。天津总装线也已正式更名
大便利。下一步，
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合作， A350-1000 则可设置 350-410 个座位，在
为空客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开始
将天津打造成为空客名副其实的亚洲中心。 舒适性相同的情况下多提供 40%的高端区
向亚洲地区的航空公司交付飞机。
燃油消耗和运营成本降低 25%
域面积。A350 系列飞机为所有乘客提供
此外，
空客宽体飞机天津完成及交付
据介绍，
此次交付的A350系列飞机可
最新的第四代机上娱乐系统，
所有乘客可
中心位于目前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天津
实现超远距离（9700海里）飞行。结合最新
以通过个人设备畅享互联接入（互联网、
电
总装线厂区附近。该完成及交付中心负责
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新一代发动机以及轻
子邮件、
移动通信、
无线网络）。
的工作包括飞机接收、
客舱安装和装饰、
飞
量化材料，
与上一代竞争机型相比，
燃油消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机喷漆、
发动机试车和飞行测试，
以及飞机
耗 、运 营 成 本 及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降 低
空客天津总装线完成总装并交付的 A320
交付和客户接收等。在法国图卢兹完成总
25%。A350 系列飞机的客舱横截面宽 221
系列飞机数量达到 501 架。空客天津总装
装但尚未进行客舱安装和喷漆的绿飞机将
英寸，
为所有级别客舱的乘客提供了绝对
线于 2008 年投入运营，
2009 年交付首架飞
飞到天津，
在这里完成上述工作。

一同参观纪念馆

记者 胡义和 摄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近日，高新区科技
创新局党支部与南大通用党总支走进觉悟社
纪念馆和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庆祝建党 100 周年联合主题党
日活动。
活动当天，与会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共同重温了党的百年光辉历
程。在交流讨论环节，
双方就具体党建业务开
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
高新区科技创
新局党支部党员与南大通用党总支党员代表
先后参观了觉悟社纪念馆和平津战役纪念馆。
据介绍，本次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
次党建结对互助活动，又是一次政企协同互
促活动，旨在让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的
同时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云端
“微党课”
受欢迎
老党员学习“不掉队”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新北街道欧
美家园社区党委组织开展云端“微党课”系列
活动，
使辖区党员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及时了解
党的光辉历程和政策信息，确保党员学习“不
掉队”。
首场活动中，
欧美家园社区相关负责人通
过录制“微党课”，
为辖区党员群众生动讲述了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这种‘微党课’的学习
形式让我在家就能学习党史知识，
很方便。我
现在虽然老了，但是心永远跟党走；腿脚虽然
不好了，
但是绝对不掉队！”
便捷的学习方式深
受辖区老党员欢迎，
来自该社区的老党员孙阿
姨乐呵呵地说道。
据介绍，
该社区将继续根据群众需要增设
其他线上“模块”，
助力党的工作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
使位于“神经末梢”
的基层党组织飞上
“云端”
, 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