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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新区启动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专项巡察

2 版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英格兰半决赛

遇到欲梦回98法兰西之夏的克罗地亚，谁

赢谁都有可能。英格兰是会继续采用3中

卫体系还是会变阵 4 后卫来应对克罗地

亚？目前以6粒进球领跑杯赛射手榜的英

格兰中锋凯恩还能继续进球吗？除点球

大战外，克罗地亚阵中目前已有8人完成

破门，此役会有新的进球队员出现吗？

时报记者 宋鑫鑫

英格兰VS克罗地亚
时间：7月12日02：00

半决赛

看
台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

区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出席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并传达

李鸿忠同志在天津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席。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赵金存通报了今年上半年

滨海新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调查情况。

张玉卓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区委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旗帜鲜

明讲政治、讲忠诚、讲担当，以零容忍的

态度严惩腐败、严抓作风、严管干部，新

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同时，也要清醒

地看到，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

然任重道远。要准确把握新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坚定不移、一以

贯之地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张玉卓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作为根本性建设，进一步增强落实“两个维

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同“七个有之”作

斗争，确保全党上下意志统一、行动统一、

步调一致。要牢固坚守政治方向，贯彻落

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共产党员的首课和“心学”，深入掌握其中

的鲜明人民立场、强烈使命担当、求真务实

作风，保持政治定力、增强党性观念，自觉

修身正己立德，自觉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真正筑牢“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锤炼

纯洁政治品质，不忘入党宣誓时许下的铮

铮誓言，不忘忠诚之心、赤子之心，坚决反

对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否定、削弱、淡化党的

领导的言行，进一步破除“圈子文化”“码头

文化”“好人主义”，进一步铲除“七个有之”

现象，做到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绝对可

靠、绝对纯洁。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7 月 10 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带队赴北

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察看保护区修复

情况，随后奔赴大港油田中央储备库

北侧点位，暗访督查企业环保工作。

区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蒋凤刚，区

有关部门，市北大港水库管理处、北大

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

抵达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东入

口，杨茂荣边走边和有关负责同志交流，

仔细询问保护区保护修复工作进展。杨

茂荣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

容，从认识论高度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湿地生

态资源非常珍贵，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加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修

复工作的重要性，充分调动各方面保护

湿地的积极性，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

大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力度，尽快清除周

边违章建筑物，努力改善湿地生态状况，

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下转第二版）

记者昨日从天津滨海新区土地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负责建设的

新区重点民心工程世纪大道东延工程建

成开通，标志着世纪大道实现全线贯通。

世纪大道东延工程起于现状中通路，止于

中央大道，全长约1.74公里，于2017年6月

正式开始建设。世纪大道的全线贯通，大

大缩短了大港地区至塘沽地区的通行时

间，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记者 何沛霖 摄影报道

滨海新区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始终保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始终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

张玉卓出席并讲话 杨茂荣主持并传达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杨茂荣带队察看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修复情况并暗访督查企业环保工作

践行环保理念 守护绿水青山

◎1.74公里
东延工程建
成开通

◎大大缩短大港
地区至塘沽地区
的通行时间

世纪大道
全线贯通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昨日，高新区

塘沽海洋科技园举办2018年第二季度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包括万达广场、中科

院微电子所、滨海中储物流、新天科技、

开普特动力等在内的17个项目签约，涵

盖高科技研发中心、智能化设备制造、清

洁能源环保、汽车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等多个领域，累计总投资额约70亿元。

优质项目聚集 引领产业升级

签约仪式中，塘沽海洋科技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签约的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发展政策导向，符合企业和塘沽海

洋科技园发展意愿，具备引领性、创新性

以及较强的成长性，将会为引领产业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发

挥积极的作用。

以此次签约的中科院微电子所天

津 分 所 项 目 为 例 ，该 项 目 拟 建 成 通

讯、雷达产业的微波毫米波芯片研发

中心； （下转第二版）

签约项目包括万达广场、中科
院微电子所、滨海中储物流、新天
科技、开普特动力等，涵盖高科技
研发中心、智能化设备制造、清洁
能源环保、汽车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等多个领域

17个项目集体签约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
累计总投资额约70亿元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深入汉沽

街下坞村调研村级组织换届、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等情况。汉沽街下坞村位于蓟

运河北岸，全村有村民1200多人，党员近

70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选出好班子，绘就好蓝图，建立

好机制，换出作风”“全面推行村党组织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刚走

进下坞村，就看到换届选举宣传横幅悬

挂在村里主要路口等显眼处。张玉卓轻

车简从，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来到下坞村

综合服务站。村委会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村委会选举的准备工作。张玉卓径

直走上前，与他们攀谈起来，详细询问换

届选举、基层党建等情况。

镇村两级干部闻讯赶来，张玉卓招

呼大家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村“两委”工作、党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

展和换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听说村党

组织换届已经完成，党员百分之百参加，

百分之百全票通过啊。”张玉卓语重心长

地说，“村里不少人在外打工，下一步村

委会选举任务还很重，一定要推行村党

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实现

换届选举成功。” （下转第二版）

“ 查 办

一起案件，

教育一批干

部，整改一

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区

委有效运用典型违纪违法案

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筑牢

领导干部思想防线，防止违

纪违法问题发生，对于实现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目

标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

昨天新区召开领导干

部警示教育大会，认真落实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精神，联系新区查处的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以案促教、以案

促改、以案促建，对全区领导

干部再警示再教育，推进新

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再动员

再部署，要求全区各级领导

干部管好自己、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以全面从严治党

的力度，不断优化新区政治

生态，为创建繁荣宜居智慧

新城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

例提醒我们，在新区以零容

忍的态度严惩腐败、严抓作

风、严管干部，政治生态持

续向好的同时，新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一些领域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然

易发多发，“四风”问题反弹

回潮的压力依然很大，漠视

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的

情况时有发生，全面从严治

党依然任重道远。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

势，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

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的要求，新区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

本，教育党员和领导干部牢固坚守政治方

向、锤炼纯洁政治品质、切实增强政治担当，

不断增强落实“两个维护”自觉性和坚定性。

从严从实抓好“两个责任”落实，从严从

实抓好党内政治生活，从严从实抓好党的纪

律建设，从严从实抓好日常监督管理，全区

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再次释放出从严从

实管党治党的强烈信号。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区各级

领导干部要以开展警示教育为契机，做坚持

言行一致、增强“四个意识”的表率，做坚持

慎微慎独、筑牢自律防线的表率，做坚持干

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表率，做坚持良好家风、

明德至善的表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为加快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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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深入下坞村调研村级组织换届情况

5个区委巡察组将利用20天左右
的时间，对8个涉农街镇所属的13个
村党组织开展巡察。主要包括“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