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商务委获悉，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新区各旅游景
区将推出10余项丰富多彩、好玩新颖
的节庆活动，市民游客来新区游玩将更
充实。

新区“十一”黄金周
旅游活动丰富多彩

张勇说袁此次签约是滨海新区和中关村全面合作的开始遥合作的
起步区尧核心区袁位于滨海新区北塘企业园遥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推
进袁合作区域将辐射扩展到整个滨海新区遥 谈到双方合作的重点袁张
勇提出从观念尧制度尧资源尧产业四个方面协同互动袁融合发展遥

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协同融合遥这些年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袁推进改
革开放袁在理念和实践上积累了一些改革开放创新的经验遥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袁 是我国高科
技自主创新的发源地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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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举行
青年集体婚典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7日下午就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
五次集体学习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袁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
增多袁加强全球治理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
所趋遥

他强调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尧了解我国国情尧具有全球视野尧熟练运用外语尧
通晓国际规则尧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遥

习近平在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北京市、天津市合
作共建“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协议签约仪式结
束后，本报记者现场采
访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委会主任郭洪和天
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张
勇，他们详细介绍了如
何发挥各自优势，推进
双方融合发展，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
中发挥重要作用等具体
情况和思路。

时报记者 梅传众
李棽棽 北京报道

郭洪说袁这次京津两地签订合作协议袁聚焦野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冶建设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袁推动构
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一项重大举措遥 他说袁北京和天津的
科技创新资源非常密集袁两地之间有很多优势可以互补遥 北京是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袁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袁是一个主
要载体遥 北京也是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遥 天津滨海新
区不仅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袁 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袁 有着双
野自冶联动的效应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郭洪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张勇

时报讯渊记者 马兰冤昨天上午袁随着
第一根桩基启夯入土袁 滨海高新区与新
河街融合发展的又一重大工程要要要新河
街社区服务中心工程破土动工遥

作为与滨海高新区融合发展的重大
项目袁高新区两委高度重视新河街社区服
务中心建设袁要求发挥后发优势袁瞄准一
流袁高标准设计尧建设和管理袁切实为新
河地区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一组规
划大尧水平高尧功能齐全的综合服务载体遥

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位于塘黄路以

西袁津塘公路以北的区域袁项目四至范围
为院东至塘黄路袁南至新河派出所袁西至
天津远洋船舶公司袁 北至渤油方源钻头
有限公司遥 服务中心总规模12300平方
米袁包括便民服务大厅袁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尧应急指挥中心尧社区教育中心尧文体
活动中心尧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合计7300
平方米曰野双创冶孵化服务中心尧邻里服务
中心合计5000平方米遥

据悉袁 该工程计划2017年下半年竣
工投入使用遥

涵盖一批便民利民服务
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分为南北两楼袁

并且通过立体绿化连廊将南北楼进行连
接遥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在共享围合区域
设置景观内院袁 成为两栋建筑之间共有
的空间和景观亮点遥 一层可以结合中心
庭院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散步尧 举办文艺
活动尧开展文化活动的绝佳去处袁弥补了
目前新河街辖区活动空间缺失的现状袁更
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现场 记者贾磊摄

时报讯渊记者 张广艳冤农业部日前公布2016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袁 全国共有150个村被评定为
2016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遥 其中袁滨海新区太平镇崔
庄村在列遥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由农业部发起举办遥
本年度的评比从旅游村的生态环境尧产业功能尧村容
景致尧精神风貌四个方面展开袁重点推出了历史古村尧
特色民居村尧现代新村尧特色民俗村4种类型的美丽乡
村遥 经过各省市逐级推荐尧农业部专家评审尧网上公示
等环节袁 全国共有150个村被评定为2016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遥

据悉袁 本市共有四个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遥 其中袁滨海新区崔庄村深挖百年古冬枣林文化内
涵袁结合地方民俗特色打造皇家枣园品牌袁形成了以
体验枣乡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休闲旅游产品袁被评为特
色民俗村遥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新区崔庄村“上榜”

时报讯渊记者 胡淼冤昨日袁天津港保税区工委尧管
委会召开野天津港保税区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大会冶遥 会
上袁发布了叶保税区关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
年实施方案曳袁坚持以科技优先尧人才为本尧金融先行尧
体制配套尧开放创新为重要引领袁提出到2020年袁全区
科技型企业超过8600家袁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00家遥 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袁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0%遥 再建成1到2家
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尧 国内外影响力的产业技术研究
院袁形成野杀手锏冶产品40项袁基本建成全国知名的产业
创新高地遥

目前袁保税区高端创新资源持续聚集袁一批核心技
术强尧产出效益好的大型科技企业扎根落户袁保税区正
在成为天津市开放创新的高地遥 科技型企业数量已经
从2010年的不到200家袁 增加到2016年的5000余家袁占
全区企业总数比重由2010年的2.4%提高到23.2%遥 2015
年底袁 保税区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1096
亿元袁同比增长23.4%袁占区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
到53.5%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打好“二次创业”攻坚战
实现新常态下转型升级

天津港保税区召开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大会

据新华社电 近日袁中央组织部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发文公布 叶公务员考试录
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曳袁规定报考者如果有串通作
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等特别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袁
将永远不允许进入公务员队伍遥

办法规定袁 对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和特别严重违
纪违规行为的报考者取消当次报考资格尧不予录用袁并
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库袁视情形记录5年或者
长期记录遥

办法加大了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惩处力度袁 根据
刑法修正案渊九冤关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有关规定袁
进一步明确了对报考者和录用工作人员的守法和纪
律要求遥 报考者如果有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
弊等特别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袁 将永远不允许进入
公务员队伍遥

公务员考试串通作弊
将 永 远 不 予 录 用

惩处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新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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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商
“恐慌式营销”乱象调查

打造创新经济增长新引擎
建设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观 念 、制 度 、资 源 、产 业 协 同 融 合
构建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创新高地

郭金龙王安顺苟仲文李士祥张工隋振江李伟与李鸿忠王东峰段春华成其圣宗国英何树山于秋军等座谈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京津双城联动发展

京津签署协议加快建设“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天津日报北京专电 渊记者 魏彧冤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 野2窑26冶 重要讲
话尧推动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袁
昨天上午袁 天津市与北京市在京签署协
议袁加快建设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冶遥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
龙袁北京市委副书记尧市长王安顺袁北京
市委副书记苟仲文与市委书记李鸿忠袁
市委副书记尧代市长王东峰进行座谈遥

郭金龙讲话说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袁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的重大国
家战略袁 有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型首
都圈袁 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袁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
模式袁 推动形成国家经济发展新的支撑
带袁对北京来讲也是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尧

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
遇遥北京市将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袁学
习天津的好经验好做法袁 把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尧共同之责袁努力
践行好推动协同发展的历史之责袁 谱写
京津野双城记冶的新篇章遥

郭金龙指出袁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曳强调了交通尧生态尧产业三个领域
率先突破的工作重点袁 各项任务迫在眉
睫遥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袁进一步细
化工作安排袁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对
接袁认真梳理总结实施情况袁加大推进力
度袁确保每项任务落到实处尧见到实效遥
要着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
设袁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为契
机袁 把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天津的先
进制造优势紧密结合起来袁贯通创新链尧

产业链尧政策链尧资金链袁培育一批以企
业集团尧科技园区为载体的创新实体袁引
导中关村的创新资源向滨海新区辐射转
移袁 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天津落地生根尧
开花结果袁达到野1+1>2冶的效果遥要深化协
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袁一方面积极争
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袁 加强顶层设计袁
力求重点突破曰 另一方面主动探索创新袁
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遥要自觉运
用改革思维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研
究和推动工作袁北京市将聚焦疏解非首都
功能尧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尧打造协同
创新共同体尧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重
大问题袁聚焦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性政策
性障碍袁 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举
措袁努力把京津冀打造成体制机制创新的
高地遥 希望京津携起手来袁不断深化沟通

机制袁在政策制定尧发展规划尧产业承接等
方面做好对接袁 找准两地的最大 野公约
数冶袁确保同向行动尧同向发力袁真正实现
野一张图冶规划尧野一盘棋冶建设遥

李鸿忠感谢北京市多年来特别是实
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来给
予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遥他说袁此次北京
之行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而来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
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野两个一百
年冶奋斗目标尧着眼于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尧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提出的重大国家战
略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尧亲自推动袁是
大思路尧大战略尧大决策遥 中央明确了京津
冀区域的整体定位袁北京是中心尧是主角袁
天津是配角尧是协同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启动建设
总规模12300平方米 包含野双创冶孵化服务中心 3版

时报讯 渊记者 路熙娜 张姝 刘芸 李勇冤
昨天是滨海新区人大换届选举统一宣传日袁
各选举工作组分别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袁 掀起了新区人大换届选举宣传的高
潮遥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建国袁区委常委尧区
委组织部部长韩远达袁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明森尧姜立超尧王凤双尧张永珍尧李立根带领
有关部门负责人袁 分四组深入宣传点开展慰
问活动遥
新区主要街道和繁华地区袁都悬挂着野人

大代表人民选袁 人大代表为人民冶尧野珍惜民主
权利袁积极参加换届选举冶等醒目的标语遥各街
道尧居委会还通过电子大屏幕尧黑板报尧橱窗展
示等形式袁宣传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以及
代表选举各阶段内容和有关法律知识遥在新村
街广电小树林尧翠亨村社区尧滨河广场尧中新
天津生态城第三社区中心尧世纪广场尧晨晖北
里小广场尧 中塘镇市场尧 名居花园社区居委
会尧海泰信息广场等宣传点前袁以人大换届选
举为主题的歌舞尧锣鼓尧腰鼓尧秧歌等文艺节目
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看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赵建国出席

昨天袁滨海新区人大换届选举野统一宣传日冶活动在新区各区域
展开袁 中新天津生态城第三社区中心宣传点悬挂了多个布标展示宣
传口号袁工作人员现场向居民发放宣传材料尧设立咨询点袁详细解读
相关政策遥 记者 贾成龙 摄

宣传人大换届选举
详细解读相关政策

相关新闻详见二版

新区人大换届选举
开展统一宣传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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