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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今年新建6座地表水自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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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智控：做智能航空领航者

日前，大港街曙光里社区网格员在

巡察中发现了小区存在建筑施工垃圾，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公共环境秩序。网格

员第一时间使用移动设备拍照上传指挥平

台，并呼叫中心给予处理。平台收到消息

后，立即派遣执法大队人员前往曙光里进

行清理，从发现问题到完全清理干净只用

了半天时间，与过去相比至少缩短了一

半。“如果按照传统的流程，问题上报、领

导签字、转办、再去现场，最快也得一两天

了。”大港街综治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田

野介绍说，“自2016年街道指挥平台投入

使用以来，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效率大

幅提高了，同时也降低了偷盗案件的发

生率。特别是曙光里、兴安里、福苑里等

小区的发案率下降了至少三成，其中智慧

城市指挥平台功不可没。”

2014 年，田野在大港街开始从事社

会治理工作，这一年也是天津市综治信

息化建设的关键一年，大港街是当时全

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的试点街道之一。

综治工作的核心是“平安”建设，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主要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

提升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效能。2015

年，天津市综治办积极推行“落实综合执

法改革，推进平安天津建设”工作，大港

街再次成为全市试点街道单位，设计构

建的“多网融合”方案受到市区两级综治

办肯定。两项试点任务的进行，为大港

街融合网格管理功能、构建综合性信息

平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开拓了思路，为

构建“慧安大港”平台提供了支撑，2016

年底，该平台获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

佳案例”。 （下转第二版）

泰达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吸引各地的城市
管理人员前来参观 记者 贾成龙 摄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新区常住人口

增长迅猛、外来人口涌入、文化多元、利

益诉求多样等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新

形势新特点，滨海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以新技术为支撑，打造社会治理

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对经济、社会事业、

公共安全等各领域的监督和管理。

当前，滨海新区正在创建繁荣宜居

智慧新城，安定的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

居民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新区不断升

级社会治理，加强创新，构建起覆盖城

乡、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

格化工作体系，保障经济与社会发展双

轮驱动、两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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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示范全国的社会治理模式
■ 时报记者 张姝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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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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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

区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暨滨海新区

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1次会议，传达学习

全市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市委

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主持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传达，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

远达，区委副书记郑会营出席。

会议指出，市委召开机构改革动员

部署会，标志着全市机构改革已经进入

实质性实施阶段。市级机构改革任务完

成后，下一步就要启动区级机构改革任

务。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市动员部署会议

精神，对照市委《改革方案》，进一步梳理

优化新区机构职能设置，尽快完善新区

机构改革方案，待市委指导意见出台后，

对标对表抓紧推动实施。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深化机构改

革的重大意义，确保思想认识到位。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把深入推

进这项工作作为践行“四个意识”、落实

“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把思想认识行

动统一到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决策部署

上来，进一步凝聚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以抓铁有痕的意志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坚决抓好新区各项改革部署的贯彻落

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支持改革、参与改

革、推进改革，保证新区机构改革各项工

作平稳有序推进。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深化机构改

革的各项工作，确保执行落实到位。要

严格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优化机

构设置，加大整合力度，突出严格实施程

序，因地制宜实施改革,做好干部思想工

作，强化纪律规矩约束，确保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要健全完善深化机构改革的

责任体系，确保组织领导到位。要发挥

好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牵头抓总作

用，学深悟透中央和市委精神，各负其

责，分兵把守，积极主动做好协调推动、

方案起草、组织人事、舆论宣传、服务保

障、督促检查等工作，确保机构改革取得

扎实成效。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

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建立相应的工

作机制、工作专班和工作台账，深入开展

动员部署，做细各项配套保障，形成推动

改革的强大合力。要坚持“两不误、两促

进”，完成好今年目标任务，积极谋划好

明年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运转。

区领导曹金秋、赵忠、李建军、孟繁

萍、孙建华、邓光华、李立根、郭志寅、张

长海、左凤伟、韩英、许红球、郭景平、郎

东、张国盛、赵永强、刘华建、姜立超、杨

金星、单玉厚、杨焕香出席。

滨海新区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暨滨海新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1次会议

保证新区机构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张玉卓主持并讲话 杨茂荣传达 许红星韩远达郑会营出席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

日前，滨海新区区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

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

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

平作题为《深化自贸试验区

改革，探索自贸区建设思路

与建议》的专题报告。市委

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

玉卓主持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

主席韩远达出席。

赵晋平紧紧围绕自贸

试验区深化改革的具体举

措、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

路径选择等内容，为大家作

了一场精彩生动的授课辅

导。专题报告站位很高，讲

解深刻，思想性、针对性、实

践性都非常强，具有很高的

理论水平和指导意义，为新

区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提

出了“含金量”很高的对策

建议。

张玉卓强调，自贸试验

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定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认识

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坚持以国际化

视野、颠覆式思维推动自贸

试验区改革开放，全力以赴

将改革创新政策落实到具

体行动上，以更大的勇气、

智慧和担当，加快推动自贸

试验区转型升级，更好地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着力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不断提升天津自贸试

验区的发展能级，充分展现

滨海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作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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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

见。意见提出，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把持农村

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

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

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

霸”等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操纵、经营“黄赌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

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等。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黑恶势力“保护伞”，

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

意见同时提出，要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承

包案件，依法依规调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纠纷。对于违规违

法买卖宅基地、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工商企业和

城市居民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

私人会馆的行为，依法认定无效。依法妥善审理

耕地保护纠纷案件，依法打击制裁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规范各类金融行

为。严厉打击“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严格依

法限制高利贷，加大对变相收取高息行为的审查

力度，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最高法：

从严从快惩处
农村黑恶势力

昨日，记者从滨海建投集团了解到，

作为新区重要民心工程之一的滨海中医

医院一期工程正抓紧主体结构施工，预

计下月底综合楼主体结构封顶，明年将

完成全部主体结构施工。

据了解，该工程位于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东至东海路，南至柳州东路，

西至闽江路，北至漓江路。一期建设11.2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该医院规划

总病床数1000张，建成后将满足北塘区域

居民就医的需求，促进滨海新区医疗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何沛霖

一期综合楼
下月露“真容”

◎主体结构下月封顶 ◎明年完成全部施工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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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
“扎堆”亮相

滨海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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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旁的出入口
怎么拦上了？

今年新区新建地表水质自动监测站6座：永定新河塘汉

公路桥站、海河大闸站、青静黄防潮闸站、子牙新河马棚口防

潮闸站、北排水河防潮闸站、沧浪渠出境站，均已联网试运行。

11月6日，第十二届珠海航展拉开帷幕。诞生于滨海新

区的一飞智控在博览会中凭借着三款物流产品吸引了大量

眼球，展现出“滨海智造”的魅力与实力。

项目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施工项目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施工

一期工程综合楼一期工程综合楼

珠海航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