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选择落

子新区。这些来自北京的企业在新区究竟经历了哪
些成长故事？又实现了怎样的情怀与价值？从即日

起，本报开设“京企的滨海故事”专栏，为您讲述北京
企业在新区成长的历程与收获的喜悦……

恋上生态城风景的漫画家
两年前 A4 漫业的一部作品

《漫画 X 英雄》让中新天津生态城

在网上火了。为什么会创作这样

一个作品？A4漫业制作总监张珏

修说，因为生态城让他和A4漫业的

画师们找到了归属感。来滨海新

区近5年的时间，他感觉新区的生

活环境与北京差距越来越小了,这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最

需要的是稳定，主创人员能扎根，

漫画才能持续地创作下去。”未来，

生态城将成为他们逐梦的天堂。 6
版

滨海新区 多云
17℃~3℃
风力：3级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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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创新支持力度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在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热议建设创新型国家

消费税等列入
今年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回应
人大立法工作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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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疆保税港区2018年“双万双服促发展”方案出炉

120名“服务员”全程帮扶1143家企业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

调，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的必然选择，要加强战略引领，加强改革创新，加强

军地协同，加强任务落实，努力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

和战略支撑。

当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同大家亲切握手，表示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同各位代表共商国是，感到很高兴。

会上，黎火辉、郭普校、张学宇、王辉青、杨初格西、

李伟、朱程、王宁等8位代表围绕推进军民融合、加强实

战化训练、加快航天领域发展、深化政策制度改革、做好

武警部队改革、完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等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习近平同代表们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

况，会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

十九大以来，全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

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加强练兵备战，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狠抓全面从严治军，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强军事业迈出新步伐、展现新气象。

习近平就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国防和军队

建设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加快建

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推动我军建设向

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

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动向，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军民科技

协同创新，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一体论证和实施，努力抢

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要强化开放共享观念，坚决打

破封闭垄断，加强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挖掘全社会

科技创新潜力，形成国防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蹄疾步稳，实现了我军组织架构

和力量体系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有效解决了制约我

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要扎实推进政策制

度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坚决破除各

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坚定不移把改革进行到底。要坚持

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练兵备战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我军战斗力。全

军要坚决拥护和支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同有关

方面协调配合，共同落实好跨军地改革任务。组建退役军

人管理保障机构对于更好为退役军人服务、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好事办好办实。

习近平强调，要加大依法治军工作力度，强化法治

信仰和法治思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

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全军要增强宪法意识，弘

扬宪法精神，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

卫者。要适应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要求，结合军队实际做好有关工作。要加强同国家立法

工作的衔接，突出加强备战急需、改革急用、官兵急盼的

军事法规制度建设。要坚持严字当头，强化执纪执法监

督，严肃追责问责，把依法从严贯穿国防和军队建设各

领域全过程。

习近平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军要积极支援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军地双方要发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

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关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会前，习近平亲切接见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

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

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

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会议。

昨日记者从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获

悉，东疆保税港区 2018 年“双万双服促

发展”活动工作方案出炉。今年东疆保

税港区管委会将坚持改革创新，创新服

务流程，简化服务手续，减少审批要件，

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增长。

据悉，管委会将组织区内各单位和

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对1143家重点企业

和投资规模 5000 万元以上项目进行帮

扶，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推动东疆经济高质量

发展。

启用“三个一”服务体系
覆盖帮扶全过程

据了解，在今年“双万双服促发展”

活动中，东疆保税港区将重点利用好东

疆“呼叫中心”，启用“三个一”服务体系，

即一个平台、一支队伍、一套机制。

“一个平台是东疆呼叫中心服务线上

线下平台，设立呼叫电话和 QQ 专线

（25600114）。一支队伍包括专岗、专员、

专业组，即执行组办公室设立企业服务

岗，安排精干力量，专人专岗负责‘双万双

服促发展’的整体协调推动工作；建立帮

扶专员制度，从管委会各部门及东疆控股

公司、投资服务公司抽调 120 名帮扶专

员，每名帮扶专员负责 10 家企业（或项

目），帮扶专员既是联络员，又是信息采集

员、问题搜集员，更是企业的“服务员”；成

立12个专业服务工作组，各工作组确定

双万双服工作联络员，负责与执行组办公

室对接，及时传达相关工作要求，按时反

馈相关工作落实情况。一套机制是快速

反应机制，即只要对于企业提交平台的问

题，要及时接办，并尽快协调解决，给予企

业满意的答复。”东疆保税港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下转第三版)

扎 扎 实 实 推 进 军 民 融 合 深 度 发 展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

◎ 建立帮扶专员制度，从管委会各
部门及东疆控股公司、投资服务公司
抽调120名帮扶专员，每名帮扶专员
负责10家企业（或项目），帮扶专员既
是联络员，又是企业的“服务员”。

◎ 呼叫服务体系将覆盖企业帮扶全
过程，从联系企业登录平台填报问
题、复核企业问题，到将问题解决结
果反馈企业，再到企业满意度回访等
呼叫业务，实现与企业信息对称。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3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这是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亲切接见与会代表。 新华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诞生记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

者昨日从区环境局了解到，滨

海新区闲置建设用地今年将

逐步脱掉绿色的苫盖绿网，计

划在4722亩闲置用地上建立

起“移动森林”以改善环境。

而当建设用地重新建设时，

“移动森林”又能随时连容器

整体迁移，甚至实现苗圃销售

的经济收益。

今年滨海新区计划建设

城市绿化面积27446亩，其中

建设闲置建设用地临时绿地

面积18254亩，以改善新区空

气质量，减少裸露地面面积，

实施生态建绿措施。闲置建

设用地绿化工程将结合规划

和近期开发建设的时序，优先

选择规划生态防护林、生态建

设用地、绿化建设用地进行绿

化；同时还将优先选择近期没

有开发建设计划的地块实施

绿化。据了解，以往对于闲置

的建设用地，一般采用苫盖的

方式，苫盖的绿网需要几个月

更换一次，既浪费经济成本，

也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今年我们将对部分符合条件

的闲置用地探索‘移动森林’

的方式实施绿化，逐步推动

‘移动森林’计划达到 4722

亩，预计将在4月动工建设。”新区环境局园林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新区的“移动森林”将分布在贻成豪庭等高

层、国兰花苑西南等高架桥周边以及欣嘉园南路

电厂等无人活动区，在设计上考虑运用“大地艺

术”，以海河建筑剪影等为题材，以不同色叶植物

组合出图案，宣传滨海文化，形成各具特点的地

块景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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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森林 可通

俗地理解为“大盆景”，植物

根系不直接种入土中，而是

将树木种植于大型容器中，

既能改善环境，当建设用地

需要开工建设时，又能随时

连容器整体迁移而不损毁

根系。同时“大盆景”经过

精心管理，经常成“一树一

景”，甚至还能作为苗圃，当

树木长到一定程度时可出

售获得收益。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就人
大监督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该亮剑就亮剑
该断腕就断腕

人大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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