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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念万里诞辰100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定价院1 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次会议强调

继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崇高风范 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5日上午举行座谈会袁 纪念万
里同志诞辰100周年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袁当前袁老一辈革命家为

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遥 我们要
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袁不忘初心尧继
续前进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尧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遥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
主席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5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

宗国英张勇郑会营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滨海新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完善充实报告内容
时报讯 渊记者 徐晶晶 王建喜 张姝冤12
月5日袁 市委常委尧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
英袁区委副书记尧区长张勇袁区委副书记尧区
委政法委书记郑会营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袁
就滨海新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和
建议遥区委常委尧区委秘书长曹金秋袁区政府
秘书长尧办公室主任张长海袁各功能区尧天津
港集团尧滨海建投集团尧泰达控股尧天保控
股尧海泰集团尧各部门尧各街镇尧区第三次党
代会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分别参加遥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袁在听取了党代
会报告的有关情况后袁与会人员围绕报告
坦诚交流尧畅所欲言袁并结合自身工作实

时报讯渊记者 王建喜冤12月5日下午袁
区委副书记尧区长张勇主持召开滨海新区
大气污染防治和应急工作部署会议袁就切
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和应急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遥副区长孙涛袁区政府秘书长尧办公
室主任张长海出席遥
会议通报了新区1-11月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尧改善率和排名情况袁通报了12月重
污染应急期间新区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点
位袁全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和应急工作遥
张勇指出袁11月底以来袁 新区共经历

际袁斟词酌句袁热烈讨论袁就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尧建立效能监督机构尧加快海铁联运
大通道建设尧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提出建
议和意见遥
宗国英认真听取和记录发言袁与大家
一起讨论尧交换意见遥他说袁大家对修改好
党代会报告非常重视袁做了精心准备和深
入研究袁提出了很多有见地尧有针对性的
意见和建议袁对下一步的修改完善工作有
很大的帮助遥 起草组要认真总结梳理袁充
分吸收采纳袁完善充实报告内容遥
宗国英指出袁即将召开的新区第三次
党代会袁是新区加快实施野三步走冶战略袁

努力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宜居生态新城区
关键之年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袁是全区
党员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遥报告
起草是党代会筹备的基础性工作袁对开好
这次大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遥报告起草
组要进一步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袁
充分体现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袁认
真谋划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袁将党的建设同
改革发展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袁发挥好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袁 引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遥
要字斟句酌袁语言更精炼袁表述更精准袁特
色更鲜明袁使报告凝聚共识尧鼓舞人心袁成
为指导今后五年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袁成为加快建设国际化
创新型宜居生态新城区的行动指南遥
张勇指出袁新区第三次党代会袁是在新
区全力掀起开发开放新高潮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遥 通过一个好报
告尧选出一届好班子袁是开好党代会的两个
重要标志遥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袁围绕报告的
内容袁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袁达到了
开门纳谏尧集思广益的目的遥现在离大会召
开只有十几天的时间袁 各部门负责同志思
想一定要紧起来袁 把工作的各个领域和环
节考虑到位袁抓严尧抓实尧抓细袁确保不出任
何差错尧不出任何纰漏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张勇主持召开滨海新区大气污染防治和应急工作部署会议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切实保障空气质量
两轮重污染天气过程袁 特别是12月4日袁出
现了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次六级严重污染天
气袁为此市委副书记尧市长王东峰组织召开
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应急会议袁 对全
市12月大气污染防治应急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遥 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落实好市
委尧市政府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袁切
实保障新区空气质量袁确保完成年度任务遥
就新区12月大气污染防治应急工作袁
张勇提出三点要求遥 一是坚持讲政治尧顾

大局袁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遥各功能区尧
各街镇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重要性袁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尧大
局意识尧核心意识尧看齐意识袁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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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强调袁要总结经验尧完善思路尧突
出重点袁提高改革整体效能袁扩大改革受益面袁发挥好改
革先导性作用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时报讯渊记者 王建喜冤12月
5日下午袁区委副书记尧区长张勇
主持召开座谈会袁征求对叶政府
工作报告渊征求意见稿冤曳的意见
和建议遥 区政府秘书长尧办公室
主任张长海出席遥 区政府各职能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袁区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参加遥
座谈会上袁区发改委尧区商
务委尧区教体委等委办局主要负
责同志分别发言遥 大家一致认
为袁报告稿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
区过去3年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积
累的宝贵经验袁围绕中央对新区
的功能定位袁 对今后5年的发展
作出了全面部署袁 目标明确尧思
路清晰尧内涵丰富尧重点突出袁是
一个求真务实尧提气鼓劲的好报
告遥 大家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
体会对叶政府工作报告渊征求意
见稿冤曳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张勇认真听取发言袁不时就
一些重大问题同大家进行交流
讨论遥 他说袁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袁
围绕两个报告的内容袁提出了许
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袁报告起草组
要认真梳理这些意见建议袁能吸
收的尽量吸收袁使报告更加成熟
完善遥 过去三年袁我们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的大政方针
和市委尧市政府及区委的决策部
署袁以实现国家赋予新区的功能
定位为使命袁以实施野三步走冶战
略举措为抓手袁凝心聚力袁创新
实干袁推动新区开发开放不断迈
上新台阶袁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尧
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尧产业结构明
显优化尧 民生福祉明显提升袁发
展成绩来之不易遥 一方面袁要认
真总结工作实践中的好经验尧好
做法袁并不断坚持尧丰富和发展曰
另一方面袁要勇于面对发展中存
在的差距和不足袁深入研究破解
的有效招法遥 只要我们坚定信
心尧拼搏进取袁新区一定大有可
为尧大有作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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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
全国开发区首位
调整位置

伫立新起点
泰达活力依旧

安装排水板

“打桩哥”
走近天津港堆场
12月2日早上袁虽不是寒冬腊月袁但
在滨海新区的海边袁寒冷的海风吹得人
瑟瑟发抖遥 记者还没走进天津港太平洋
国际集装箱码头堆场扩建工程项目工
地袁就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袁地面不间
断地颤抖袁十二台高高的打桩机正在不
停地运转袁发出野砰砰砰冶的声响袁每台
机器旁边都围着五六个工人袁一片热火
朝天的场面噎噎五个来自山东滨州的

汉子袁 操作着2号桩机正在这片14万平
方米的堆场上进行打桩作业遥 操作打桩
机的机长叫张勇国袁他坐在打桩机的操
作位置不时地上瞧下看袁 左顾右盼袁打
桩锤和管桩在他的精准操作下袁准确打
入的目标位置袁而每打完一排桩袁张勇
国操纵的桩就会在铺设的轨道上缓慢
移动到下一个位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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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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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年 前 的 今
天，天津开发区这
片“改革试验田”正
式拉开了创业大
幕。作为我国首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今年上半年，
泰达主要经济指标
继续位居全国开发
区首位。站在新起
点，泰达活力依旧。

合力打桩

导 读
昨日袁叶人民日报曳就滨海新区创新机制袁对干部容错免责和能上能下进行破题的做法进行了报道要要
要

让实干者敢干 让无为者无位
姻 人民日报记者 卫庶

核
心
阅
读

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天
津市滨海新区对容错免责和能上能下进行破题，
近日出台试行办法。一手保护实干者，
一手打压
懈怠者。试行办法会带来什么影响？又引起了哪些思考？

野我们发现身边的确有干部思想困惑
较多袁不敢作为遥 有的是因为能力素质不
足袁有的是因为创新动力不足袁有的则是
怕犯错误袁怕担责任遥冶天津市滨海新区发
改委副主任唐忠赋说遥
野真正改革创新的干部袁 容易得罪人袁
会受到诬告和排挤袁 而不干事的则不会得
罪人遥我们要关注那些干事创业的干部袁支
持他保护他曰也要关注那些投机者袁及时制

止遥 冶滨海新区规国局副局长马胜利说遥
日前袁滨海新区区委出台叶滨海新区
激励干部改革开放创新勇于担当容错免
责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渊以下简称野容错免
责办法冶冤尧叶滨海新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
能下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渊以下简称野能上
能下办法冶冤两个文件袁重点针对干部不
敢担当作为尧 能力素质不适应等问题建
立健全机制遥

为创新者容、为担当者容、
为实干者容
容错免责办法虽然还在试行袁但已经
发挥了效用遥
中心商务区是 天津自贸区核心区袁
随着住所渊经营场所冤登记条件放宽袁野一
址多照冶尧集群注册等现象层出不穷遥 放
宽市场主体登记以来袁腾讯尧阿里尧紫荆

花等众创空间相继投入运营袁 创业企业
也纷纷进驻遥 但因为企业是以工位形式
进行注册经营的袁没有专用的库房尧保险
柜尧防盗门等用以保管发票遥
允许经营没有法律依据袁工作人员承
担风险曰照章办事的话企业又无法正常经
营要要
要两难问题出现了遥 有了容错机制
之后袁 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就敢于支持企
业发展遥 管委会与税务部门经多次沟通
达成一致院众创空间设置公共财务室袁配
置野银行抽屉式保险柜冶供企业免费使用袁
在税务部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袁众创空间
内企业可以领购发票袁保障了该类企业的
正常经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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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116项改革事项
涌 筑南粤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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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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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滨海新区官方微信滨海发布渊微
信号院tjbhxqfb冤袁在网络春晚相关内容后直
接留言报名渊姓名+联系方式+表演内容冤遥
咨询电话院18622509817 联系人院冯卫东

聚焦保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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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上市公司三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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