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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召开之际，记者来到天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呈现在眼前的是干部们
快节奏、抢着干的忙碌景象，退役军人
各项服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退役军人
相关政策梳理、“最美退役军人”遴选、
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一项项举
措正在有效实施，并迅速转化为覆盖全
市的网络，以真诚关爱服务好当代“最
可爱的人”。

天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任主任、市长任第一副主任的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委员会；率先成立退役军人事
务局筹备组；率先建立了四级服务体系，
分别设立了市区两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街镇、村居两级设立了退役军人服务
站，开创性成立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用天
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宝强的话
说，“在全国范围内，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部门是新近组建的机构，没有任何经验
可借鉴。但我们满腔热情、高效工作，通
过这个‘娘家’，让爱的暖流涌入退役军
人的心中！”

天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是一个充
满温情的部门。大家都说：“军装在身，
我们是战友；退役、转业，我们初心不
改、心心相通。在这个局里，很多同志
都是退役军人，部队情结让他们更知老
兵心，更能把党和政府的关爱，送到老
兵的心坎上。”

今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他十分
关心社区里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
作。他强调，成立退役军人事务机构，
就是要加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2 月 1 日，天津市召开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39家成员单
位和军地领导全部到场。会议要求，要
以真挚的感情为退役军人做好服务，认
真抓好中央有关政策的精准落地。

在天津，党的关爱正转化为真抓实
干的举措。在转业安置方面，天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整合了人社局和民政局
相关职能，并创新搭建了“双选会”就业

平台，让退役军人与用人单位“零距离、
面对面”双向选择，用人单位安置结果
则纳入天津市政府绩效考核范围，接受
军地督查，实现了政府、用人单位、退役
军人三方满意。对于自主择业创业工
作，退役军人事务局边探索边推进，着
力于政策先行、培训先行、服务先行的
服务理念，并与教委合作尝试退役军人
职业培训，其中涉及有轨列车、面点师、
教师资格等多种职业。

自去年 7 月份成立退役军人事务
局筹备组以来，天津市创新服务理念，9
月份又成立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形成了
市、区、街镇协会和村居服务站构成的
整体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条渠道
开展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关爱协会的
定位，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外延，联系广
大退役军人的桥梁纽带，推动政策落
实、问题解决的参谋助手，要办成服务
退役军人之家。这既是创新，更要将党
和政府的关爱送到基层。”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副秘书长徐宝锋说。目前，天津

已在 247 个街道和 5325 个村庄内设立
退役军人服务站，实现了服务全覆盖。

自成立以来，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走
访了天津市全部 16 个区，一边调研情
况，一边推动工作。“在 9 项职责中，协
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不断壮大‘朋友
圈’，反映退役军人的心声。”徐宝锋说，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把职业教育与脱
贫攻坚相结合，发挥退役军人在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

1961 年出生的许武甲是一名老
兵，来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后，他感觉军
人是受尊崇的职业，军人不应攀比待
遇。“这个理念好，应该落实到基层。”

天津市一直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
务、安置工作。半年来，天津市领导多次
深入服务站、家庭走访退役军人，听心
声、解难题。同时，天津市 16个区都建
立了退役军人帮扶台账，建立了一对一
帮扶制度，形成了高位推动、高效落实的
工作机制。而“战区制、主官上”的考核
制度，则将责任层层传递，落实到人。

织起关爱网 情暖老兵心
——天津市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安置工作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陈宝凤，山东高青人，1925 年出
生，乳名大安子。1941年加入民兵队
参加抗战，曾被选派到鲁南、胶东学习
各种地雷的特点、埋法，掌握了借助地
形、地物埋藏地雷的技巧。1943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日军在山东境内的高苑
一带实行“囚笼”封锁策略。魏家堡是
交通要地。1941 年底，陈宝凤率领

“飞行爆炸组”在高苑通往魏家堡的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死日军
4 名，炸毁汽车 1 辆。这次胜利对爆炸组是一个大大的鼓舞。
1942 年春，陈宝凤在魏家堡附近布下地雷，炸死修建炮楼的敌
人 4 名，迫使敌人暂停修建炮楼工事。1943 年夏，陈宝凤埋下

“连环雷”，炸死十几名日军、伪军。
在连续遭遇地雷战打击后，日军派出大批排雷工兵进行排

雷。为此，陈宝凤又成功研制出“二起雷”，为避免敌人识别，他
还用马蹄、轮胎、布鞋等各类印膜在埋有地雷的干土上留下痕
迹，让敌人防不胜防。

为了不暴露目标，陈宝凤埋地雷几乎都选在晚上，但这也容
易对周边群众造成伤害。每次埋完雷，他都会一直守在附近，及
时阻止不知情的群众靠近。有时他带的干粮早已吃光，但他仍
坚持埋伏在草丛中，一直到爆炸任务结束。

1944年2月，陈宝凤带病在通往高苑县城的公路上埋地雷，
不慎牺牲，年仅19岁。

陈宝凤牺牲后，渤海军区召开人民武装代表大会，追认陈宝
凤为“民兵英雄”“特等爆炸大王”，并决定在全区普遍建立“大安
子爆炸组”，广泛开展“大安子爆炸运动”。

英雄虽去，精神永存。“爆炸大王”的故事一直在当地代代传
颂。在高青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的陈宝凤英雄事迹展板前，参
观者常常驻足观看，深情缅怀。1973 年，著名国画家乍启典等
还绘制了连环画《丁寨铁西瓜》，陈宝凤就是主人公丁大安的创
作原型。 文/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据新华社电）

陈宝凤：“爆炸大王”震渤海

本报讯 记者冯举高、通讯员姜雪

娟 李富霞报道：2018年，河北省赤城
县多措并举扶贫，脱贫成效显著。135个
贫困村整体脱贫出列，5128户11359人
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2.69%。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去年，赤
城县实施“培强头雁、打造堡垒、激励先
锋、引培人才、典型引路”5大党建工程，
进一步健全领富带富的农村党员队伍，
充分发挥党建对脱贫攻坚的引领作
用。其中，雕鹗镇张四沟村在党支部的
支持下成立了龙帅种植专业合作社，发
展特色种植产业，贫困户种植中药材
600 亩，户均年增收 3508元，人均年增
收1384元。

注重精准识别，规范提升扶贫脱贫

基础工作。赤城县通过“备、训、访、帮、
示、录、档、验”8字工作流程，建立健全
了“8本台账”，进一步完善了县、乡、村、
户、村留户档5级档案。

突出覆盖联结，抓好产业就业扶
贫。赤城县在深入分析县情的基础上，
着力构建“5+2”扶贫产业体系，集中扶
持杂粮杂豆、食用菌、林果苗木、中药
材、特色养殖 5 个特色种养产业；重点
做大错季蔬菜+乡村旅游两个传统优势
产业；筹资 7019 万元，筛选出 10 家龙
头企业，建设10个产业示范园区，并组
织贫困群众组建或参加各类专业种养
加合作社，与产业示范园区、旅游龙头
企业构建“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共同体，推动群众在土地流转、

资金入股、劳务合作方面获得租金、股
金、薪金“三金”收入。目前，全县村级
合作组织已发展到556家，带动贫困人
口 1.8 万人。同时，赤城县还大力发展
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解决贫困村集体
收入问题。

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赤城县投资
1.29 亿元，完善 232 个贫困村水、电、
路、讯等基础设施，硬化街道65.71万平
方米，完成通村路、产业路 163.8 公里。
同时，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扶贫，全面
落实“两免一补”“三免一助”及营养改
善计划等；为贫困人口建立“基本医疗+
大病医疗+医疗救助+惠农保险”四重
保障。去年，共为贫困人口结算医疗保
险9868.74万元、惠及31361人次。

河北赤城扶贫突出覆盖强化基础

河北省赤城县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产业扶贫，解决贫困村集体收入问题，提

高贫困群众收入。图为赤城县冰山梁风

电场。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图为3月3日，小志愿者们在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源空间书店整理图书。

唐 克摄（中经视觉）

初春的四明大地，一场推进项目争速、产业争
先、科技争投、城乡争优、服务争效、党建争强的

“六争攻坚”行动火热延续。2018年2月以来，浙江
省宁波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展“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并将之作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总载体和主抓手，推动作风大转变、工
作大提高、事业大发展。

在“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引领推动下，
2018 年，宁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745.5 亿元，增
长 7%，成为全国第 15 个 GDP 超万亿元的城市。实
现财政总收入 2655 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 2 万亿
元，居浙江省前列。

乘着经济总量破万亿的东风，宁波立志再谱新
篇、再攀新高。在战略谋划和实现上急不得，必须谋
深谋远、保持定力；在战术实施和推进中慢不得，必
须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进入 2019 年，宁波全市上
下持续吹响实干“号角”，保持推进“六争攻坚”的
激情、干劲和作风，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争分夺秒抢抓项目落实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全球首批产业化辐射制冷降
温薄膜产品在位于奉化的宁波瑞凌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下线。作为 2017 年度全球物理十大突破之一的科
研成果，这项世界水平的节能环保技术刚一问世，研发
团队便成为各国争抢的目标。2018年年初，团队北上
考察，路过宁波之际，宁波市领导闻讯后，5天4次飞行
谈判，以满满的诚意和一流的办事效率打动了团队。

从初次见面到2月中旬企业拿到营业执照，仅用
一个月，宁波后来居上，拿下了这个世界水平的项
目。4 月 1 日确定选址，6 月下旬厂房奠基，当年实
现量产……

在“六争攻坚”行动的鼓舞下，这样的“速度与激
情”在宁波屡屡上演。2018 年，宁波全市共选取 400

余个总投资超万亿元的市重点项目作为“项目争速”行
动重点攻坚项目。其中，197个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总投资 504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35 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1008亿元，计划完成率120.7%；55个省市县长项
目中33个项目已开工建设，超额完成落地率50%的年
度目标。

为招引重大项目，抢抓项目落实，一场服务争效
“绿波带”行动也同步开展。压缩企业常态化开办时间
至 3.5 天，842 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城通办，485 项
市级民生事项实现“一证通办”……宁波坚持把“最多
跑一次”改革作为服务争效头号工程来抓，实现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最多跑一次”全覆盖。

2018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宁波位居
第 8位，比 2017年上升 10位；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显
示，宁波市项目审批效率居副省级以上城市前列。

攻坚克难补齐产业短板

新年伊始，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高级研究员张文武
比平日更忙了。这位材料界的大咖所负责的“先进表
面冲击处理工艺创新研究与智能化装备研制”项目经
过评审，成功入列宁波“科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
拟立项项目，这意味着他将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实现梦
想。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以来，围绕补链、
延链、强链，宁波下大力气补齐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短
板。一方面，大力培育“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绿色石化、汽车制造等 2 个万亿级现代产业集
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等 4 个五千亿级现代产业集
群，关键基础件 （元器件）、智能家电等 6 个千亿级

现代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攻
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提升宁波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是关键。“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以来，宁波“科技争投”开始发
力，区域创新生态日益优化。以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为主线，宁波紧盯平台、人才、投入、转化等科
技创新关键节点，以超常规的力度推进“八倍增”计
划。2018 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指数、中国先进制造
业城市发展指数排名宁波均居第9位。

宁波还谋划建设甬江科创大走廊，推进国科大宁
波材料工程学院、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校区、
宁波大学“双一流”学科等建设。先后引进共建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
究院、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宁波人
工智能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
等一批强校强院强所。2018 年宁波人才净流入率达
10.1%，居全国城市第2位。

2019 年的宁波市两会上，宁波定下了新一年的
发展目标。2019 年，宁波将争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6.8%左右，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超过 2.8%；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入比
持续缩小，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城镇登记失
业率 3.5%以内；能耗和环境指标完成省下达任务，
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
稳步提升。

当前,宁波正以苦干实干的精神、攻坚克难的决
心、勇立潮头的担当再谱新篇、再攀新高，以高质量
发展的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广告广告

宁波宁波：：““六争攻坚六争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宁波三江口宁波三江口

宁波吉利汽车生产线宁波吉利汽车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