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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日前，区政府

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

滨海新区2019年20项民心工程、滨海新

区2019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和滨海新区

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改革制度方案

等。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并讲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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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好20项民心工

程，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重

要要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

手，是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提升责任感和使

命感，切实把为民理念、为民情怀融入到

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转化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切实抓好

落实，在行动上步调一致，切实压紧压实

责任，与全区民心工程对标对表，按照责

任分工，主动领任务，认真做好任务分

解，每个项目都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

责任人，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卡

死进度、倒排工期，确保当年启动、当年

建设、当年完成。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

日前，滨海新区召开海洋环

境保护暨渤海湾攻坚战专

题工作会议，动员全区上

下，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全力打好渤海湾

综合治理攻坚战，为创建繁

荣宜居智慧新城奠定坚实

基础。区委副书记、区长杨

茂荣出席并讲话，副区长孙

涛，区政府党组成员、办公

室主任蒋凤刚出席。副区

长郎东主持。

杨茂荣指出，渤海是宝

贵资源，经济赖之以兴，人

民赖之以食，生命赖之以

续。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把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和党中央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决策部署作为强化

“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

护”的具体行动和现实检

验，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民

生工程，算好长远账、政治

账、民心账，坚决整治污染

排放，坚决保护自然岸线，

坚决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大

力改善渤海湾环境质量，让

新区人民生活在更加优美

的生态环境之中。

杨茂荣强调，做好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市

委、市政府交给新区的重大

政治任务。要深刻认识当

前渤海湾综合治理攻坚战

的严峻形势，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最严厉

的追责问责，狠抓海洋环保

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要实施最严格围填海管控

措施，逐一实地察看整改进度、整改效果和长效措

施，确保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

彻到位、落实到位、执行到位。要全面整治海洋环

境污染问题，紧紧围绕污染源这个根本性问题，集

中发力、重点突破、系统治理，在短时间内把污染

排放问题控制住、解决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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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
杨茂荣主持并讲话

时报讯（记者 哈迪）大年初五，市民

沉浸在新春佳节的祥和喜悦氛围中，而

新区各项重点工作依然在紧张有序地推

进中。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

玉卓深入开发区三星电机MLCC（片式

多层陶瓷电容）项目、中环高端半导体产

业园、天马拆船厂和北排明渠调研，并对

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慰问。区委常

委、区委秘书长邓光华，开发区、高新区、

边防总队和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节日期间的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内各生产线的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作

业，企业内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张玉卓一行深入企业外观工程、包装、完

成品仓库等生产车间，详细了解工艺流

程，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新区将全

力以赴创造最优质的外围条件，为企业

做大做强做好服务。”张玉卓说，三星集

团选择在新区投资建设多层陶瓷电容生

产基地，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希

望企业在新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建

设出安全、健康和环保的世界级“标杆工

厂”。企业负责人表示，新区创造的良好

营商环境，让企业在这里投资兴业感到

很踏实，也很有信心。

随后，张玉卓来到中环高端半导体产

业园，实地参观了产业园沙盘和施工建设

现场，并与项目负责人座谈，详细了解园

区建设进度，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好，好，

好！”听了项目负责人的介绍后，张玉卓对

该项目的规划表示赞赏，他说：“听了你们

的介绍，我十分高兴，更有信心了。”他强

调，天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实力雄厚，希

望企业抓住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契机，

打造具有独特优势的龙头产品。据悉，高

端半导体产业园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国家战略及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打造的天津市高端半导体领域的产业

高地、研发高地、人才聚集高地。

（下转第二版）

春节期间张玉卓带队深入新区企业调研 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

希望企业抓住有利契机 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数据显

示，截至2月9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

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

记社会组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贫攻坚

的重要力量。

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

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

知》对外公布，强调了社会组织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的重点领域。

一年多来，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大批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力量。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日前从

新区有关部门了解到，根据《滨海新区打

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三年作战计划

（2018—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到

2020年，全区地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确

保城乡居民喝上清洁安全的水。

《计划》明确了攻坚战的重点任务。

滨海新区将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和规范化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专项整治，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长效机

制，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执法监督，保障

饮用水安全，防范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

根据《计划》，新区将逐步开展农村分

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自2019年

起，分批启动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基础

环境状况调查，摸清底数，逐步分类推动

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开展北塘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排查。核实

水源地基本信息，查清水源保护区划定、

边界设立及违法建设项目等问题，建立问

题清单，并向社会公开。 （下转第三版）

滨海新区实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三年作战计划 确保居民喝上清洁安全的水

地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明年全部达Ⅲ类

推进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定和规范化建
设，开展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专项整治，健全饮
用水水源保护长效机
制，加强饮用水水源保
护执法监督，保障饮用
水安全，防范饮用水水
源环境风险

◎逐步开展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开展北塘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排查
◎逐步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排查及
整治
◎完善水质监测网络，公开水质监测信息
◎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调查评估，建立饮用水水源
地档案管理制度
◎定期开展饮用水专项执法检查
◎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

主要内容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
总数超过81万个

春节黄金周
滨海七天乐

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到方特欢乐世界

欣赏花灯盛宴，去汉沽街体验采摘草莓的乐趣，到滨海文化中心看场艺术

展出……今年春节期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方特欢乐世界等新区旅游景

区，滨海文化中心、大沽口炮台等文化场所，自贸区直营中心、保税商品

展示中心等都迎来了游客接待、购物潮。据新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在

纳入监测的航母主题公园、极地海洋世界等 6 家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9.49%。

文/记者 赵贤钰 图/记者 贾成龙 何沛霖详见3 版

夫妻“同框”值班
一起过“团圆年”

奋战第一线
岗位过大年

——春节期间新区一线干部职工
坚守岗位 为新区发展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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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主要内容重点任务

▲ 工 作
人员扮演动
漫猪与游客
互动

▲航母主题
公园“洋财神”给
游客拜年

▲

方特欢乐世
界推出“熊出没”花
灯节吸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