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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滨海文创展直直
通通 第八届天津滨海文化创意展交会今启幕

诸多亮点“点燃”多元文化盛宴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

区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总结会。

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出

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郑会营主持并传

达天津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总结

会精神，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

建军就新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作

总结。

张玉卓指出，新区认真按照市委决

策部署，围绕市委提出的确保选出好的

带头人，确保全面实现“一肩挑”，确保平

稳有序“三个确保”的要求，坚持确保质

量、兼顾进度，提前 45 天圆满完成全区

139个村的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了市委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张玉卓说，换届选举的圆满成功，

回应了党员群众期盼，改善了“两委”班

子结构，纯洁了村干部队伍，是不打折

扣不讲条件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一次

生动实践，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

一次生动实践，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

众的一次生动实践，是培养良好村风民

风的一次生动实践，对于加强党对农村

工作的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进程、保障农村长久发展和长治久

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对这次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

再认识、再深化，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

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牢记在心里、落实到

行动。

张玉卓强调，要大力发扬这次换届

选举中形成的宝贵经验、精神面貌和良

好风尚，进一步坚定推动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次换届选举工

作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村入户、深入

万家，创造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工作经

验。通过这次换届选举，我们深刻认识

到路途再远再险，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

能无坚不摧；工作再苦再累，只要相信依

靠群众就能战无不胜；任务再重再难，只

要担当尽责实干就能勇往直前；障碍再

多再杂，只要上下协调联动就能共克时

艰。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今后做好

新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宝贵财富，要

倍加看重、倍加珍惜，在继承中发扬、在

发扬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勇于突破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开发开

放取得新的突破。

张玉卓强调，要以这次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为新的起点，着力建强班子、带好

队伍、干出业绩，不断开创农村基层党建

和各项村级工作新局面。（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总结会

夯实党在农村基层执政基础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张玉卓出席并讲话 郑会营主持并传达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由中共天津

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

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共

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宣传部、滨海新

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承办的第八届天津滨

海文化创意展交会今日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展交会以“协同·集聚·智能”为

主题，180余家企业分布于滨海文化中心

中央大厅、美术馆和文化长廊 2 万平方

米的展示空间中，涵盖影视动漫、游戏娱

乐、VR体验、前沿科技、科教文化、传统

非遗、新闻出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

在三天时间里为市民打造一场丰富多元

的文化盛宴。

记者昨日在滨海文化中心看到，位

于中央大厅二层的中日韩专题展区正

在精益求精地完善着细节，“一带一路”

国际特色文化展区则在三层环廊上静

候观众的到来。美术馆三层展示的是

新区五大功能区的代表性企业，位于美

术馆二层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展区则为

观众展示了中国铁道博物馆的火车模

型、纸辉家的创意纸质家具等内容，令

人眼前一亮。文化长廊中同样也有诸

多亮点，设置于科技馆前的文化艺术

表演区将为观众带来舞狮、古筝古琴

等表演。

时报讯（记者 徐
晶晶）昨日，滨海新区

召 开 组 织 工 作 会 议 。

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

委书记张玉卓出席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郑

会营主持，区委常委、

区委组织部部长李建

军传达全市组织工作

会议精神，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赵金存出席。

张玉卓指出，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使组织

工作的政治方向更加

明确；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具有鲜明的系统

性，使组织工作的主责

主业更加明确；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具有鲜

明的创造性，使组织工

作的实践目标更加明

确。我们必须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的

部署要求，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

论述的时代特征，深刻

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的丰富内涵，切实

做到思想上统一、认识

上深刻、行动上坚决，

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优势。

张玉卓强调，要把

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

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全领

域全过程，进一步提升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

的引领力。各部门各

单位特别是组织系统，

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作为推动工作的核心

精神，自觉强党性、讲

忠诚，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谈科）日前，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代表调研新区司法体制

改革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副主任郭

志寅，区人大内司委负责同志参加，区人民法院

院长刘金洪，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侯智陪同。

许红星一行先后查看了汉沽检察院案件管

理中心、控告申诉大厅、远程提讯室，汉沽审判区

诉讼服务大厅、诉前调解工作室和速裁法庭、院

史馆，观看了检察院认罪认罚创意宣传片，通过

视频系统观摩了一起刑事案件庭审，听取了新型

法官办案团队、新型检察官办案团队工作介绍。

许红星指出，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作为要

有新担当，新区法院、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认真贯彻中央和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司法体

制改革的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

难，扎实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

改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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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更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许红星参加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战旗）昨日记者从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获悉，10月31日至11月

2日，由国家科技部、全国工商联、天津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暨民企

投融资洽谈会将在滨海新区举办。会议以“融合·

赋能——共塑民企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将

吸引来自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

位知名企业家代表、金融科技机构代表、专家学者

齐聚津城，深入对话交流合作。 （下转第二版）

2018融资洽谈会
本月底新区举办

时报讯（记者 战旗）昨日，津石

高速公路天津东段（海滨高速—荣乌

高速段）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的建

设，将进一步加强滨海新区与雄安新

区便捷交通联系，形成新的经济廊

道，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也为

滨海新区新增了一条重要的对外交

通通道，极大密切与广阔腹地的经济

联系。未来，津石高速全线建成后，

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之间车程预计

可缩短至1.5小时左右。

建设线路总长36.5公里

作为雄安新区华北地区的最近出

海通道，津石高速（天津东段）工程东

起海滨高速（南港工业区段），连接海

滨高速及南港工业区港北路，经大港油

田、大港电厂、东台子村和长深高速后

止于荣乌高速，建设线路总长36.5公

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100km/h。

全线共设互通立交5座，收费站3处，概

算投资约77亿元。 （下转第二版）

◎ 工程东起海滨高速，止于荣乌高速，建设线路总长36.5公里

◎ 加强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便捷交通联系，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为
滨海新区新增了一条重要的对外交通通道，密切与广阔腹地的经济联系

◎ 通车后将大大完善京津冀地区的高速公路组网布局，京津石三地将实现
“2小时交通圈”

未来从滨海新区1.5小时到雄安

津石高速天津东段开工

IP撬动生态城
文创产业发展

■ 深耕细作助IP变现

■ 生态城优质IP层出不穷

文创展彰显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成果
——专访滨海新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贺淑荣3

版 经过7届的成长与发展，天津滨海文化创意展交会

规模逐渐扩大，参展商数量逐年增加，参观、参展范围不

断扩大，吸引多家知名文化企业参展，有效带动滨海新

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本报专访滨海新区文化体

育局副局长贺淑荣，揭秘本届文化创意展交会的特色

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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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工建设现场 记者 贾磊 摄

工作人员在河北展区布置环保纸模型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