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资工作，靠的是拼资源、

拼优惠政策，甚至是通过特事特办来换取投资方的青睐，更多的是在做

“加法”。而事实上，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多的是需要做“减

法”。减税、减费、减事项、减要件、减环节、减流程，减法做得好，才是提

高地区竞争力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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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区
助推京津冀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区，设立三年多来，
天津自贸区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政
策优势，打造制度创新高地，助推京
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整治成果要由群众来评判
——滨海新区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系列评论之三

■ 时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明

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本

上是为了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必

须顺应群众期待，成果最终由老百姓来

评判。“己不正，焉能正人。”习近平特别

强调要抓“关键少数”，“从高级干部抓

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习近平

提醒，要坚决防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

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在这次集中整治工作部署中，新区

提出强化组织领导、深入调研排查整

改、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抓住“关键少

数”、强化问责攻坚、通报曝光典型案

例、构建长效机制七方面措施，确保集

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强化

组织领导，确保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有

效开展；以深入调研排查整改，防止“走

过场”“做虚功”等以形式主义整治形式

主义的行为；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方

便群众反映问题、实施监督；以抓住“关

键少数”，带动大多数党员干部作风转

变；以强化问责攻坚，坚决向作风顽疾

“开刀”；以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

效震慑；以构建长效机制，固化集中整

治成果。七项措施，都是真招实招，招

招突出针对性，瞄准有效性，追求的就

是取得整治工作实实在在的效果，就是

真正让群众满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了“三严三

实”“两学一做”等系列专题教育。党中

央开展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就是聚焦

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

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

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

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

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就是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坚持民主集中制，虚心向群众学习，

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

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

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区委这次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将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工作不实的

问题，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利

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铲除痼疾

顽症，顺应群众期待，必将重振新区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作风，集

中整治取得的成效，也一定会赢得新区

人民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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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日前，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51

次常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滨海新区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等

八个三年作战计划，审议通过滨海新区

市政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指挥部工作

方案，传达市纪委关于6起扶贫助困领域

腐败和作风典型问题的通报。区政府常

务会议成员出席，各功能区管委会、区政

府各部门、各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治理污染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政治任务，用最坚

决的行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把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部署落到实处，推

动新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各单

位和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污染防治攻

坚工作，领导班子共同参与，列出时间

表、路线图，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工作有

效落实。要紧紧围绕工作目标和要求，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治

污主体责任，明确重点工作和职责，落实

好各项工作任务，全面改善新区生态环

境质量。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日

前，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

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召开区

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推进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市委、区委要求，紧

密结合新区先进制造和研发

转化优势，加快产业发展，用

好智能制造专项资金，培育智

能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要

加强人工智能知识的教育普

及，深化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对发展人工智能

重大意义的认识，全力办好世

界智能大会，增强融入人工智

能发展大势的主动性。要重

点抓好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

设、自主创新和推广应用，出

台新的举措、采取新的行动，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会议传达了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李春海等

3 名市管年轻领导干部违纪

违法案的通报，要求以案为

鉴、以事为镜，旗帜鲜明讲政

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

压态势；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

设指示要求，加强自身作风建

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始终

保持清醒头脑，牢牢筑起思想

防线，用纪律约束行为，坚决

做到不越“雷区”、不触底线，

严格遵守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做到清正廉洁、克

己奉公；率先垂范，履行好责任，当好带头人，树

立好个人形象，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和创建繁荣宜

居智慧新城做出积极贡献。

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

推动新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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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车”盘踞小区
怎么办？ 5 版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滨海新区民办幼儿

园学位补贴和托幼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于日前出台，进一步加大对民

办幼儿园、托幼点扶持力度，规范民办幼儿园学

位补贴、托幼点奖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根据

《办法》，新区对民办幼儿园按照每个学位每年

10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根据符合设置标准的

看护幼儿数，按每个幼儿每年1000元的标准对

托幼点进行补贴。

《办法》明确，民办幼儿园学位补贴和托幼点

奖补资金补贴对象为：符合天津市民办幼儿园设

置标准，由区审批机构审批，招收适龄幼儿（3

岁-6岁）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费每生每月

不高于1200元（以当年市教委公布的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为准）；符合天津市民办托幼

点基本要求，在各街镇备案看护3岁-6岁幼儿，

并被评为A级管理的托幼点（收费标准不高于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 （下转第二版）

新区出台民办园托幼点补贴办法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粉刷一新

的楼体，修葺一新的道路……记者昨

日在跃进里看到，经过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的跃进里小区旧貌换了新颜。记者

了解到，滨海新区 47 项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已全面完工，跃进里整治工作属于

今年沈阳道向阳片区整治项目之一。

沈阳道向阳片区位于滨海新区

老城核心区，邻近轻轨塘沽站和洋货

市场，整治区域北至津塘公路，南至

铁路，西至河北路，东至东江路，面积

约 45 万平方米。此次整治工程粉刷

了建筑外檐，整修了楼道，还实施了雨

污分流、甬路铺装、绿化提升、照明改

造等。 （下转第二版）

新区47项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全面完成

老旧小区
换“新颜”

时报讯（记者 张彦欣）昨日，央视财

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就滨海新区持

续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

境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作为全国第一批率先进行

工程建设项目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滨

海新区已经启动一系列刀刃向内的改

革。“我们进行了五减改革，减事项、减

要件、减环节、减时限、减证明。”滨海新

区行政审批局项目投资处处长白冰冰

介绍说。

“以前从拿地到拿到开工证，大概需

要八个月的时间，现在应该是四个月就

可以完成，成本会减少很多。”某建设工

程公司项目负责人说。

报道说，一系列改革让企业深刻感

受到，路少跑了，事好办了。2017 年 11

月，天津市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创业发

展良好环境的规定，被称为“津八条”，紧

随其后滨海新区也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

案。今年 6 月，天津市实施新的落户政

策，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提出急需型人

才建议名单，只要企业的董事长签发落户

推荐函，市或区的人才办出具急需型人

才认定书后，就可以持认定书和相关申报

材料办理落户手续。“企业办理急需型人

才引进，高新区人才办公室提供一站式服

务，申请当天就可以下达人才认定书，员

工持人才认定书一站式就可以取到准迁

证。”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李红妹说。

报道说，今年1到 10 月，累计有 950

多个大型项目在滨海新区落地，前10月

滨海新区新增市场主体 30900 户，其中

新设立民营企业 17500 户。滨海新区

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纪泽民介绍说：“原

来我们做制造业招商，投资商更多关注

土地价格和厂房的配套，现在做智能产

业招商，投资商更关心人才条件、综合配

套条件、人文环境。这方面改革的空间

可能更大一些。”

今年，滨海新区印发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环评报告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对环评机构出具的环评报告进行等级评

定，同时建设单位也可以对环评机构的

服务进行评分；发布关于对部分环境影

响轻微建设项目进行差别化管理的通

知，被列入差别化管理目录的项目不需

要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以前编制

一个环评报告可能需要四五个月，但通

过考核，一个月就可以编制完成，节省下

来的时间对企业来讲就是节省了成本。”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环保城管处处长薄

文福说。 （下转第二版）

昨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就滨海新区持续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了报道——

滨海新区的减法工程

整治后的跃进里整治后的跃进里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每生每年千元标准补贴
扶持民办园托幼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