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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津沽大地，奋进的足音铿
锵。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
1400万海河儿女精神昂扬，干劲高涨。

走进天津港，自动化桥吊齐舞，无
人集卡往来，运输机器人穿梭……智
慧化的世界大港一派繁忙，全港上下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志在万里，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
重要指示，奋勇争先。

“我们2021年建成全球首个港
口自动驾驶示范区、全球首个‘智慧
零碳’码头，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成
为全球第 8 个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000万标准箱的港口。党的二十大
即将召开，给大家带来更大动力，我
们现在正瞄着全年突破 2200 万标

准箱的新目标冲刺！”天津港集团董
事长褚斌说。

天津港以西25公里，天津最大钢
铁企业新天钢集团党委日前发出倡
议，号召党员以只争朝夕的拼劲、锲而
不舍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带动
身边广大职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新天钢集团天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每月有
200多吨仅为A4纸1/3厚的手撕钢
下线。

“我们的手撕钢厚度已突破到
0.03毫米，现在又新申请了立项，目标
是0.015毫米。”公司精密带材制造部
部长陈俊哲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作为一名党
员，我对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充满
期待，对攀登新的高峰信心满满，也一

定会冲锋在前。”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是中央

赋予天津的定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以滨海
新区为龙头，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集
成集约集群发展。”

在天津的一处实训基地，由“时代
楷模”、国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公司张
黎明主持研发的配网带电作业机器
人，正代替人工作业，上演精彩的高空

“穿针引线”。
“2019 年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

称赞这一创新能保障一线工人的生
命安全。现在该产品已迭代升级至
第四代，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业化
后在 20个省份得到推广。”张黎明
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必将进一
步激励一线工人在实践中创新，我将

继续脚踏实地，在基层岗位不懈奋
斗。”

从渤海湾畔到海河两岸，感恩奋
进的场面火热，笃行发展的成色更足。

正值丰收季节，西青区王稳庄镇，
不同颜色的彩稻种出了“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巨幅稻田画，为小镇增添
了喜色。

经过对800多家“散乱污”企业的
整治，这里如今湿地湖岛相间，阡陌稻
田交错，美景如画。村民张成发现在
是当地一家高科技生产企业的工人，
亲历了小镇发展前后的变化，他深有
感触地说：“环境变好了，日子也变好
了。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我的家乡
肯定会越来越好！”

今年3月开始，天津市委在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

“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

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市掀
起以实干实践、奋发奋斗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的热潮。

天津东丽区海颂园社区，“老红军
讲故事”“红领巾DIY沙画体验”等一
系列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活动近日陆
续举行。

“落实总书记到天津考察时对
社区工作提出的‘及时为社区居民
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要求，我们
社区建立了‘海颂约吧’，遇到问题，
社区和街道一起帮居民‘约’相关部
门商议解决。”海颂园社区党委书记
王芳说，她热烈期盼着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将把大会精神传递给每
一位社区居民，把党的好政策落实
到各项工作中。

（据新华社天津9月11日电 记者
刘元旭 李鲲 刘惟真）

“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活动深入开展，海河儿女以实干实践、奋发奋斗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天津：笃定转型启新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樊曦
徐皓冰）时值中秋小长假，各地出行客
流回升。铁路等部门强化服务和安全
管理，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的数据显示，9月10日，全国铁路共
发送旅客558.1万人次，开行旅客列
车7055列。9月11日，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3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列车243列。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充分挖
掘运输潜力，重联开行兰州西至北京
西、青岛北、威海，银川至青岛北、上海
虹桥、杭州东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最
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公司严格落实防疫要求，

各客运车站持续规范做好健康码、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查验工作，每天分
时段对防疫关键处所进行消毒。针对
省内中短途旅游客流较大的实际，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通过加开图外
列车、安排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方
式，进一步满足旅客中秋团圆和假期
出行需求。

电力方面，国网山东滨州市惠民县
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
能源公交汽车站、高速公路充电站等场
所充电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旅客
绿色出行用电无忧。国网浙江常山县
供电公司组织党团员青年志愿者深入
当地长途汽车客运站和九景衢铁路常
山站，对电力线路设备展开多频次检查

维护。国网山东曲阜市供电公司积极
应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手段，开展京
沪高铁、日兰高铁沿线供电线路巡视检
查，确保假日期间供电安全可靠。

民航方面，中秋假期，春秋航空客
舱服务部在多个航班上组织了猜灯
谜、DIY纸飞机、成语接龙等丰富多彩
的机上活动，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
做好中秋假期货物运输，南方航空物
流有限公司制定针对性运输保障方
案，启动24小时收货模式，确保生鲜
货物当天清运，提高运输时效。湖南
航空提示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
注防疫政策和航线、航班时刻调整信
息，配合民航单位做好行程申报、健康
码查验等工作。

中秋小长假各地出行客流回升

多部门积极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中秋小长假期间，人们用多种方式休闲放松，乐享假期。图为9月11日，
游客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春田里休闲农场观光游玩。 新华社发

乐享中秋小长假

车购税减征政策实施三个月

减税超230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王雨萧）记者

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6至8月份，约
355.3万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累计减
征车购税230.4亿元。

具体来看，6月份享受减征政策车辆109.7万辆，
减税71亿元；7月份116万辆，减税75.8亿元；8月份
129.6万辆，减税83.6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享受政策的车辆数、减征税额均呈现逐月增
长态势，显示出政策逐步发力，受益面稳步扩大。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链条
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大。为稳住宏观
经济大盘，促进汽车市场发展，拉动汽车消费，我
国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
乘用车购置税，并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
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
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减半征收车购税。

在一系列政策助力下，我国汽车市场逐渐回
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8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到239.5万辆和238.3万辆，同比增
长38.3%和32.1%，增速均高于上月。

针对台风“梅花”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严赋憬）记
者11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做好今年第12
号台风“梅花”防范应对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9月11日17时
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
组赴江苏、浙江协助指导工作。

据介绍，今年第12号台风“梅花”预计9月12
日将进入东海南部海面，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日至16日浙江、上海、江
苏、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9月11日组织
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
部、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视频连线福建、浙江、上
海、江苏等省份应急管理部门，了解重点地区防汛
防台风应对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要抓好预
测预报预警工作，严密监测台风发展变化，滚动预
测预报，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针对可能带来
的强风、暴雨、高潮、巨浪、洪涝等致灾因素，全面
排查隐患，列出隐患清单，抓紧完成风险隐患整
改，提前做好防灾准备。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杨千懿

三亚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中
国电信海南公司团委吹响抗疫集
结号，广大团员青年逆行出征，积
极传承红色电信精神，在“疫”线
践行“请党放心，抗疫有我”的青
春誓言。他们中有一群新电信
人，在“疫”线完成了入职第一课，
展现了新时代电信青年良好的素
养。

8月10日，电信员工柯贤润
接到一个来自三亚亚龙湾华宇酒
店的客人的电话，电话里客人情
绪非常不稳定。“请您留下联系电
话，我们马上联系相关部门解
决。”他耐心安抚客人情绪，记录
客人诉求并及时向上反馈，很快
便有医疗队上门为客人进行核酸
采样和提供药品。疫情期间，三
亚12345热线话务量增长迅猛，
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行，助力各级
政府提升疫情防控效率，三亚分
公司新入职大学生付俊松、李平
旺、王珍晶、柯贤润等报名成为抗
疫热线志愿者，为本地市民协调
解决阳性转运、物资保障以及滞
留旅客离岛的问题。“一通通电
话，解决一个个问题，帮助一个个
家庭摆脱困扰，我认识到了这个
岗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我为成
为其中一分子感到自豪。”柯贤润
说。

“请抓紧时间，病人一个小时
后入舱了……”耳边传来援琼医
生的催促，符华君、陈文杰的心不
由得揪紧了。他俩是儋州分公司
新入职的大学生，儋州作为此轮
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新人入职时
间延后，但听说分公司方舱医院
建设急缺人手时，他俩主动请缨
提前到岗支援。几天来，符华君、
陈文杰与团队成员一起夜以继
日、争分夺秒，全力保障方舱医院
信息化建设。这次，他们最终赶
在病人入舱前20分钟，成功把医
用系统安装上了。

在另一重灾区临高，新入职

大学生周文新、王嘉勤刚放下行
囊，即响应分公司的号召投入到
支撑该县核酸采集工作，忙到晚
上 7 点多才回宿舍。第二天上
午又参加了临高角方舱医院信
息化支撑团队，连续奋战 24 小
时，提前完成了方舱医院的信息
化建设。“在这场战疫中，我学习
到了什么是红色电信精神，什么
是‘人民邮电为人民’。”王嘉勤
说。

“有一批药品急需送到隔离
区，谁去？”“我去！”入驻隔离酒
店的当天晚上，陈益宇看到领
队在群里发的信息，他第一个
站出来响应。在领队的帮助
下，他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
带着药品进入隔离楼，他内心
十分紧张，每迈一步都十分小
心。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汗如
雨下，防护服的面屏起雾，楼道
灯光昏暗，看不清药品上的房
间号，心中有些慌乱。但一想
到自己的任务，他很快调整了
心绪，耐心仔细地辨清了房间
号 ，顺 利 把 药 品 送 到 患 者 手
中。“非常感谢你们志愿者，麻
烦你们了！”一位收到药品的客
人随后的一句感谢，让他感到
了工作的意义。

8月17日，陈益宇、林志泓、
谢向磊、尹舒未、李琛、马谦礼、王
策等11名新入职大学生，积极响
应省委支援三亚抗疫号召，与其
他62名电信志愿者奔赴隔离酒
店、隔离学校工作，至今已连续奋
战22天，他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累
的精神，承担着信息录入、进隔离
区做核酸检测、送餐、送物资、收
生活垃圾等看似简单重复，实则
风险度很高的工作。每天工作十
多个小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抱
怨。“在三亚当志愿者的这段时
间，我感受到了志愿者大爱无疆、
乐观向上的精神，受益匪浅。”谢
向磊说。

逆行勇出征“疫”线显担当

海南电信新员工的入职第一课

新入职员工在接听抗疫热线电话。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电信海南公司提供

新入职员工参与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 新入职员工与志愿者在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