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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正在全

国各地逐渐形成，有效助推了区域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而生物医药产业一直

是滨海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随着近几

年健康产业的兴起，新区在原有优势

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多个强势产业，

形成了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基础。如

今，新区聚集了一批重要载体和行业

龙头企业。随着生命健康产业被列为

滨海新区新八大重点产业之一，这些平

台载体和活力企业已蓄势待发，将共同

发挥作用，使生命健康产业迎来发展的

新局面。

企业成果叫响海内外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生命健康

产业发展壮大的路径中，越来越多的

创新型领军企业和拥有自主核心知识

产权的企业在滨海新区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 是 滨 海 新 区 让 企 业 实 现 质 的

飞跃。” (下转第二版)

新区生命健康产业抢占“制高点”
——加快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专题系列报道之八

■ 时报记者 王梓 报道

生命健康产业具有产业内容丰富、产

业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低碳

环保等特点，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

务、健康管理、养生保健、健康旅游等业

态。作为新区的新八大重点产业之一，目

前新区的生命健康产业聚集了一批科技实

力雄厚、研发实力强劲的企业和平台，走在

发展的前沿。而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也

培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新区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方面的

不断突破，生命健康产业还不断涌现生

物药研发、脑电波等新业态，为生命健康

产业注入发展新动能。而新区也将在人

才、创业政策、创业环境等方面不断完

善，践行“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

念，全力推动产业升级，抢占生命健康产

业发展的“制高点”。

短评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按照市委要求和区委

安排，2月11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参加

并指导天津港集团公司领导班子2017年度民主

生活会。区纪委、区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到会督

导，天津港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许红星对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

前认真查看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上年度民主

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以及班子成员的发言提纲，听取了天津

港集团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全面了解相关准

备情况，对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明确要求。

会上，天津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锐钢通报了2016年度民主生活会、巡视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2017年度民

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代表天津港集团公司领

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下转第二版)

许红星参加并指导天津港集团公司
领导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以“严”标准“实”作风
推动工作全面上水平

时报讯（记者 尹娜）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和区

委统一安排，日前，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参加并指

导保税区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2017年度民主生

活会。区纪委、区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到会督导。

韩远达对保税区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认真查看

了保税区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

和班子成员的发言提纲，听取了主要负责同志的

汇报，深入了解了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工作情

况，对开好会议提出明确要求。

为了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保税区工委、管

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对照《党章》《准则》

《条例》等党内规定，全面查找班子存在的问题，

专门召开专题讨论会和征求意见座谈会，征求意

见建议94条； (下转第二版)

韩远达参加并指导保税区工委、管委会
领导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抓好整改任务落实

时报讯（记者 张姝）按照市委要求和区委安

排，2月11日，区委副书记郑会营参加并指导区卫

计委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区委第六督导组相关

负责同志到会督导，区卫计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郑会营对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

前认真查看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上年度民主

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

实和班子成员的发言提纲等情况，听取了区卫计

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全面了解相关准备情况，

对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明确要求。 (下转第二版)

郑会营参加并指导区卫计委
2017 年 度 民 主 生 活 会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本报综合消息 春节将至，连日来，

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

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区

委副书记郑会营等领导同志分别带队

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同志、困难群众职工

和优抚对象，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

区政府、区政协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

新春祝福。

张玉卓与区委常委、区委秘书长李

彩良等首先来到优抚对象张文柱家中。

“家里几个孩子？最近身体怎么样？生

活上有什么困难？”张玉卓与张文柱温馨

话家常，了解他的生活需求和遇到的困

难，对优抚对象长期以来支持关注新区

发展建设表示衷心感谢，鼓励他保重身

体，乐观生活，并要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切实做好优抚工作，把优抚对象照顾好，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困难

群众孟庆友家中，张玉卓仔细询问他和

家人的身体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帮扶

政策落实情况。孟庆友感动地说：“是党

和政府的帮助，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

的希望，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张玉卓

鼓励他树立信心，坚强克服困境，把日

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时

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

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帮扶救助困难群众

工作，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

的心坎儿上。随后，张玉卓来到离退休

老同志仪洪柱、谷正义、孙宗凤、刘俊家

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

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为他们送上新春祝

福，认真听取他们对推动新区发展的意

见建议。他说，过去一年，新区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

纲，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定

信心，保持定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

推动新区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绩。这

些成绩都是全区上下共同奋斗出来的、

携手实干出来的，也饱含着各位老同志

的支持和奉献。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我们将紧紧围绕创建繁荣宜居智

慧新城的奋斗目标，按照实施“三六一”

的思路举措，推动新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希望各位老同志继续发挥好作用，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新区各项工作，为

新区发展出谋献策、贡献力量。

杨茂荣一行先后来到离退休老同志

宋联新、蒋文祥、王殿起、赖德斌家中，向

他们致以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祝福他

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杨茂

荣与老同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

倾听老同志们对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

见和建议，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

情况，感谢老同志们对新区发展作出的

贡献。杨茂荣说，长期以来，各位老领导

老同志为新区发展付出了心血汗水，奉

献了智慧青春，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

一年，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

色发展、创新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升。成绩的

取得得益于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关心支持新区发展，

提出更多的好思路、好方法、好举措，我

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建设繁荣宜居

智慧新城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第二版)

区领导同志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同志、困难群众职工和优抚对象

带着拳拳为民心 送上暖暖惠民情
张玉卓杨茂荣许红星韩远达郑会营分别带队

春节期间，本报2月15日至2月21日
将合刊出版，2月22日起恢复正常出报。

合刊启事

2月12日晚，“2018泰达灯光节”在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南广场启幕。作为

开发区文化名片的“泰达灯光节”，今年

已经是第三届。本届泰达灯光节以“缤

纷璀璨·闪耀泰达”为主题，面积达到4万

平方米，共有12大装置十多个场景、数百

万个灯光点，同时融入云朵、烟花、彩虹

瀑布、喷泉、流水、

狗年形象及中国传

统形象等元素。

据了解，本届

泰达灯光节从2月

12 日 到 3 月 3 日

（正月十六），每天

19:00-21:00亮灯。

据新华社电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0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地，深入

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

春祝福。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向全军和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区2月15日-17日预计出现中度至重度污染天气

五大举措守护春节“滨海蓝”
■ 强化烟花爆竹禁限放

■ 强化重点排放企业监管

■ 强化面源污染管控

■ 强化不利气象条件应对

■ 强化应急值班制度
为了使全区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

祥和、空气清新的新春佳节，针对春节前
后污染特点，新区将从强化烟花爆竹禁限
放、重点排放企业监管、面源污染管控、不

利气象条件应对、应急值班等方面入手，
全力保障2018年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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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掀起
科技产业新变革变革

今年的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区块链”首

次被写入。有人预言，“区块链”将成为继蒸汽

机、电力、互联网之后的又一项颠覆

性变革。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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