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从泰达绿化集团了解

到，泰达大街垦荒犁纪念碑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花卉组团铺设完成。

花卉组团成彩虹造型，占地400多平

方米，共4.2万盆。品种以红色的“一

串红”和黄色的“国庆菊”为主。高4

米、宽 10 米“改革开放 40 周年”字样

的花墙格外亮眼，成为主干道上的靓

丽景观。

记者 贾成龙 实习生 魏安琪
摄影报道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型花卉组团
成靓丽景观

▲

正在天津港进行装卸的大型集装箱货轮 记者 何沛霖 摄

时报讯（记者 尹娜）记者昨天从新区总工

会获悉，备受瞩目的2017年度“滨海工匠”评选

活动正式启动，现已进入“公众投票”环节。滨

海新区总工会将把此次投票最终名次计入总评

选成绩，严谨认真地评选出广大新区职工心目

中的10名“滨海工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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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日前，滨海新

区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

暨纪律处分条例专题讲座，邀请市纪委

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安长海为区委和

各功能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两

级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辅导讲解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许红星，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韩远达出

席。区委副书记郑会营主持并讲话。

专题讲座上，安长海紧密结合加强

党的纪律建设，深刻阐述了《条例》修订

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讲解了这次修

订《条例》集中体现的政治性、时代性、针

对性的特点，对修订的主要内容进行了

深刻细致的解读，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提出了具体要

求，使新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

认识《条例》修订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准确把握其中的丰富

内涵和核心要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郑会营指出，此次专题讲座既为新

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了一堂生动、

详实、精彩的政治理论课，更是为党员领

导干部上了一堂警示教育课，对深刻理

解把握《条例》精神，更好地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各级领

导干部要坚持学深悟透，发挥带头作用，

深刻对照反思，自觉规范言行，带头遵守

《条例》，坚持以上率下，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郑会营主持并讲话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李洋）日前，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带队深入新北街走访

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立根，区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许红星一行首先来到天津重钢机械装备公

司，实地查看了生产车间，听取企业负责人相关

情况介绍，详细询问了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与问题。他指出，天津重钢要继续在实现企业

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下转第二版）

许红星带队赴新北街走访调研

提高对创文的认识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时报讯（记者 张姝）连

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连续对

滨海新区进行了专题报道，

展示了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滨海新区从盐碱荒滩到繁荣

宜居智慧新城的蜕变过程。

“组团式”报道一方面反映出

滨海新区的建设发展成绩，让

广大读者与观众更加透彻地

了解认识新区，另一方面也将

滨海新区的热度持续释放。

《人民日报》：改
革开放就是根和魂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天津

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就是根

和魂》一文。文章以时间为

轴线，从 1986 年 8 月邓小平

同志在此题词“开发区大有

希望”，到2013年5月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充分利用滨海

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

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

积累经验”，再到自贸区建

立、成立审批局，将这些重大

事件以时间串联起来，让读

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滨海新区

发展脉络。同时，记者采访

了时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叶迪生，老同

志声情并茂地回忆起当时并

肩奋战的场面；还有参与滨

海新区建设、见证滨海新区

发展的工作者，以及在新区

落地生根的实力企业。文章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多方

位展现滨海新区的崛起之

路，兼具政治高度和故事性、

可读性。

新华社：主动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10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

为《乘风而起 顺势而为——

天津滨海新区主动融入京津

冀协同打造高质量发展升级

版》文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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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集装箱码头上两台老旧集装

箱装卸桥被拆解、移除，心里不禁有一种

失落感。它们好像两个亲切的老伙伴，

陪伴了我三十多年。”天津港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原安监部经理李双生颇为感慨

地对记者说。今年 63 岁的他虽早已退

休，但仍密切关注着近期国产首批集装

箱装卸桥在天津港“光荣退役”的信息。

这批集装箱岸桥投入使用至今已经 36

年，历经多次技术改造和维护，见证了新

中国集装箱运输事业在改革开放中蓬勃

发展的辉煌历程，也为天津港集装箱业

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司“老人”见证发展历程

天津港是中国集装箱运输事业发展

的摇篮。1980年4月1日和1981年1月1

日，全国第一家港口集装箱公司与第一

个专用集装箱码头先后在天津港成立和

建成投产，而李双生是集装箱公司真正

的“老人”，从公司筹建时就在这里。

“我永远记得这两台集装箱装卸桥

刚投入运行时的情况，它让我们的装卸

效率从10箱/小时变为了25箱/小时，当

时的感觉就是太专业、太现代化了！”李

双生对记者说，当年天津港集装箱公司

引进的两台集装箱装卸桥，是中国第一

批自主建造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由上

海港机厂1978年建造，1982年正式投入

运行。

“当时这种设备天津港在全国是最

先使用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种全新挑

战，对设备使用也是慢慢摸索熟悉。”李

双生说，“在我们成功掌握装卸桥使用技

巧后，上海、宁波、青岛、广州等港口管理

技术人员纷纷前来学习，让我们觉得非

常自豪。”

（下转第二版）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

最早从事集装箱运输业务的港

口，天津港持续优化集装箱港

口生产布局，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提升码头接卸作业能力，更

好地为企业服务，成为中国北

方重要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和

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科学、

运营高效的现代化国际深水

港，不断向世界强港迈进。

老港口人的装卸情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短评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昨日从

区卫生计生委了解到，作为今年滨海新

区20项民心工程之一的医疗卫生，今年

以来，滨海新区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目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

院施工收尾，准备组织竣工验收；塘沽中

医医院、汉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滨

街港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工程也正

顺利推进，今年均将完工并具备投入使

用条件。

据了解，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

医院项目位于滨海新区汉沽东扩区，东、

南至医疗规划用地，西至汉蔡路，北至大

丰路。医院一期工程建设面积11.5万平

方米，设置600张床位，包括门诊、急诊、

医技科室、住院病房区、健康体检、行政

办公、后勤保障、院内生活、急救中心、科

研教学中心等相关配置。（下转第二版）

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环境

滨海新区一批医疗卫生设施年内完工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项
目位于滨海新区汉沽东扩区，今年以
来，该工程组织了机电设备调试、采购
医疗设备、部分位置精装修等，目前进
入施工收尾，计划2018年底完工具备
投入使用条件。塘沽中医医院改造工
程目前已完成85%，将于今年内完工，
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 滨海新区今年还实施汉沽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海滨街港西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改造工程。目前，汉沽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工程已完成总体
任务的50%，海滨街港西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改造工程已完成总体任务的
55%，均将于今年内完工，具备投入使
用条件。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弘毅投资与天

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海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方共同在天津发起天津港海河智慧物流基

金，积极布局物流产业。 （下转第二版）

国内首支港口物流与供应链
领域投资基金在天津成立

首期募资规模4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