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港森林公园绿化提升工程于日

前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处新建的停

车场已经投用，新建的亲水平台也给游

人提供了欣赏湖景、休闲漫步的场所。

据了解，官港森林公园绿化提升

工程即官港水库生态储备林项目，共

分三期，总面积为92.64万平方米。工

程建设停车场两处共计8100平方米、

亲水平台 11 处、景观道路 3.2 万平方

米、景观休息区及相关标识 16 处、涵

桥1座、路灯133套，种植苗木品种包

括龙柏、国槐、白蜡、千头椿、刺槐、红

花洋槐、连翘、沙地柏、桧柏、胶东卫

矛、蜀葵、芦苇、香蒲、荷花等。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官港森林公园
绿化提升完工

滨海新区 晴
28℃~22℃
风力：3~4级

去年1.84万人次在塘沽中心血站无偿献血 极大缓解阶段性用血紧张

捋袖献血呵护生命彰显城市文明
记者日前从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了解

到，该站2017年全年采血1.84万人次，采全

血量 6182200 毫升、血小板 2583 个治疗量。

以无偿献血为标志，更多的滨海市民参与到

这一呵护生命的公益爱心行动中，彰显着新

区的城市文明。 2 版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鼓励常年献血人士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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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理念筑起创业“朋友圈”
落户新区一年多以来，海量大数据重度孵化器扎根生态

城，引进了数十个创新孵化项目，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5 版

“社区最美少年”有人找你们！
“寻找社区最美少年。”日前，一则“寻人”消息刷屏大梁子地

区居民的微信朋友圈。原来，两名女学生将捡到的300元钱送

到南北卫里社区居委会，社区希望找到这两人，为她们点赞。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北京时间今晚，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将拉开大幕，由滨海

时报社主办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都要上”

世界杯系列视频直播活动第一期节目，今日

也将在津滨网、滨海时报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开播，本报将运用全媒体矩阵，为您带来不

一样的世界杯体验。

直播活动首期节目邀请到了泰达航母

主题公园俄罗斯文化创意风情街两位外籍

演员丹尼斯和安德烈、天津冲客体育俱乐部

总经理蒋彬以及前天津汇森女足队员张媛

媛4位嘉宾参与。节目中，嘉宾们将和网友

分享自己的世界杯故事，外国嘉宾将介绍不

同的休闲娱乐看球方式，主持人还会与嘉宾

进行世界杯知识问答互动。此外，世界杯期

间，本报将和“远征”俄罗斯的球迷保持连

线，滨海时报社全媒体矩阵会及时把有关

世界杯的动态及花絮奉献给读者和网友。

世界杯，我们都要上——不能上赛场，

就上滨海时报直播间！期待更多球迷能来

这里分享世界杯的热情和故事。

与广大读者网友一起“围观”世界杯

本报全媒体直播
今日好戏开锣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突出问题，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养老

保险制度目标，坚持促进公平、明确责任、统一政

策、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

步，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

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

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下转第二版）

详见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实习记者 魏薇）中考

在即，本报即日起将再次开启“中考服务”模式，

在考前、考中、考后推送最新最全中考服务资讯

与新闻报道，为考生及家长护航。

考试前期，本报在新媒体及时推送最新政策

信息、服务资讯的同时，在新闻版开设“聚焦中

考”专栏，邀请专家为考生及家长从容应考“支

招”，并报道社会各界护航高考动态。考试期间，

将继续在考点现场免费赠阅《滨海时报》，并充分

利用融媒体平台，以图片、文字和视频等多种形

式第一时间报道现场见闻、护航高考的动态以及

时报记者对中考的独家思考与观察。

除了在中考期间开设新闻专栏和进行专题

报道，本报还将从6月16日起在津滨网开设中招

咨询专题，集合各大高中信息、中考赢胜攻略、志

愿填报秘籍等，专题信息量大、内容细致且实用

性强，打造中考学生及家长的报考指南，搭建众

多学校展示平台，欢迎读者积极关注。

线上开通专题 线下开设专栏

滨海时报融媒体
全方位服务中考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 央 调 剂 制 度

国务院印发《通知》

时报讯（记者 张姝 通讯员 席兆
胜）记者日前从滨海新区纪委监委获悉，

区纪委监委积极适应监察体制改革新任

务新要求，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全面履

行两项职责，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新局面，今年1至5月，处置

问题线索 566 件，增长 102.1%，立案 174

件，增长112.2%，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3

人，增长109.3%，持续释放监察体制改革

的综合效能。

据了解，区纪委监委依据监察法中

“横到边、竖到底、全覆盖”的原则，开展

全区监察对象认定和统计工作，对六类

监察对象进行细化，全面掌握监察对象

的单位性质、行业特点以及政治面貌、职

务、岗位等情况，重点对公办的教育、医疗

卫生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和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进行摸

排、认定，做到不漏一个单位，不漏一个监

察对象，共梳理出监察对象21785人。

为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

干部面临的“本领恐慌”问题，提高纪法

衔接本领，区纪委监委先后举办2次全区

纪检监察干部封闭式纪法融合培训班，

邀请市纪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区检察院、

法院业务精英前来授课。组织区纪委监

委机关业务部室开展“微课堂”业务辅导

教学，让处室内部人员互教互学、分享经

验、交流体会，有效促进纪委和监委职

能、人员、业务、思想深度融合。

同时加快监督、调查、处置与监督、

审查、审理的职能磨合，积极探索实践监

察运行机制，理顺业务流程，制定完善

《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办法（试行）》《关

于执纪审查专题会议暂行规定》《滨海新

区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衔接配合工

作机制》等制度规定，做好监察程序与司

法程序的有序衔接。编制 7 类 154 项程

序性模板、16 类 73 项调查措施类模板，

规范工作程序。在执纪审查、监察调查

时，目前已综合使用谈话、讯问、询问、查

询、调取、扣押、搜查、鉴定、留置 9 种措

施；已试用留置措施6人，未采取留置措

施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人。

滨海新区持续释放监察体制改革综合效能

前5月处置问题线索566件
立案174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3人

◎ 开展全区监察对象认定和统计工作，对六类监察对象进行细化，全面
掌握监察对象的单位性质、行业特点以及政治面貌、职务、岗位等情况，共梳
理出监察对象21785人

◎ 举办纪检监察干部封闭式纪法融合培训班，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纪
检监察干部面临的“本领恐慌”问题，提高纪法衔接本领

◎ 加快监督、调查、处置与监督、审查、审理的职能磨合，积极探索实践
监察运行机制，理顺业务流程，制定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做好监察程序与司法
程序的有序衔接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昨日从

滨海新区市容环境综合指挥部（以下简

称“区指挥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

城市品质，助力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

新区将实施津滨高速延长线市容环境整

治工程，将津滨高速延长线打造为高品

质景观线。该工程预计今年8月份开工。

津滨高速延长线是联接中心城区和

滨海新区的交通干线，全长约8千米，道

路两侧有公建约40栋、住宅约80栋。据

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津滨高速延

长线沿线建筑复杂，道路贯穿新老城区，

沿街商业业态跨度大，高层公建业态也

各不相同，点位与多层建筑穿插，其中江

西路至河北路段建筑量相对集中且建设

年代时序差异大，“沿途风格多样、色彩

不统一、标识牌匾不规范，两侧建筑形

式、外檐造型呈多元化，造成沿线建筑天

际线不连续，这既不符合滨海新区的定

位，也给这一区域的市容环境整治带来

了不少的难题。”该负责人说。

（下转第二版）

实施高标准环境整治 打造高品质景观线

津滨高速延长线将换“新颜”
市容现状 沿途风格多样、色彩不统一、标识牌匾不规范，两侧建筑形
式、外檐造型呈多元化，造成沿线建筑天际线不连续，这既不符合滨海
新区的定位，也给这一区域的市容环境整治带来了不少的难题

整治目标 着力体现海滨城市、时尚感等特点，力图体现新城市化特
征，逐步形成文化内涵，营造序列化的路感体验，并整合规范商业标
识，体现时尚商业行为，使建筑建立风格取向，景观配合形成互动

整治方式 百旗广场将增设“滨海新区”字样；沿街居民小区、商业建筑
将统一为浅驼色色调；各式商业牌匾将统一规范；部分建筑外型还将
进行改型

准备中考“秘籍”收好！

中考聚焦

◎考生心理新特点…“有种紧张叫我妈紧张”

◎支招家长 …………… 读懂孩子 做好自己

◎支招考生……………… 不要反复看错题本

针对学生和家长们备战中考的种种心理
问题，记者昨天采访多位心理学工作者和毕
业班教师，请他们支招应对。

爱心人士

出台政策

开
工
时
间

今
年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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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港森林公园一处新建的亲水平台官港森林公园一处新建的亲水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