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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今天是滨海

新区18万余名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的第

一天。记者从区教体局获悉，今年新区

将完善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体系，提升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品质，加快“两

翼”教育发展，加速13所学校、幼儿园建

设。同时，新学期，滨海新区5所高中的

6个学科升级为天津市普通高中学科特

色课程建设项目，今后新区将重点从研

究新课程和新高考、推进课堂教学研究、

加强学科考试研究、加强教学质量过程

研究、培养骨干教师队伍和推广教学研

究成果六方面鼓励支持高中校形成自身

学科优势与特色。

今年，新区入选“天津市普通高中学

科特色课程建设”项目的学校学科分别是

紫云中学语文学科、塘沽第一中学数学学

科、开发区第一中学英语学科和综合实践

活动学科、开发区第二中学历史学科、天

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思想政治学科。

今后，滨海新区这5所高中的6个学科将

用2年时间开发和推荐一批精品课程，并

围绕课程规划、开发、实施和评价等方面

培养一批发挥引领作用的骨干教师。同

时，新区还将重点从研究新课程和新高

考、推进课堂教学研究、加强学科考试研

究、加强教学质量过程研究、培养骨干教

师队伍和推广教学研究成果等方面鼓励

支持高中校形成自身学科优势与特色。

新区今年将进一步推进优质教育资

源建设，加快“两翼”发展，优化调整大港

老城区、汉沽老城区和东扩区的教育规

划布局，改善老城区教育设施不足和落

后问题。着力补齐教育资源建设的短

板，建立完善教育项目资源库，形成教育

资源“规划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

滚动开发建设机制。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2

月16日，区政府召开第58次

常务会议，传达市纪委关于6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

题的通报，通报区政府党组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情况，

研究并原则通过滨海新区

2019年“双万双服促发展”活

动工作方案，听取扶贫助困工

作情况汇报和2019年滨海新

区“三张清单”任务分解和督

查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区委

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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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全市将继续深

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

动，一定要抓好落实，为企业

服务，解决企业难题。要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双

万双服促发展”活动的重要

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进一步优化和改善营商

环境，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强化担当作为，把开展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摆在

重要位置，结合本单位本部门

实际，抓紧研究细化具体措施和工作任务，确保

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要加强督导促落实，千

方百计破解难题，确保活动落到实处，不断增强

企业获得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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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教育均衡发展“加速跑”
■ 新区紫云中学语文学科、塘沽第一中

学数学学科、开发区第一中学英语学科和综合
实践活动学科、开发区第二中学历史学科、天
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思想政治学科入选“天
津市普通高中学科特色课程建设”项目。今后
新区将用2年时间开发和推荐一批精品课程，
培养一批发挥引领作用的骨干教师

■ 进一步加快“两翼”发展，优化调整
大港老城区、汉沽老城区和东扩区的教育
规划布局，开工建设大港海滨港西学校等
3所学校。制定《滨海新区学前教育资源
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采取新建、改扩
建、配套接收、托幼点治理提升等多种途
径，全力解决学前教育资源建设不足问题

■ 筹建区教育信
息化管理中心，全面落
实《教育信息化2.0 行
动计划》，实现50门特
色校本资源的网络存储
及共享，全域开通科普
中国校园e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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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正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滨海新区一个月。昨天上午，滨海新区

“春到京津冀 协同健步走”迎庆元宵节

活动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广场

举行，千余名市民以饱满的热情和激昂

的步伐，迎着和煦的春风，一起向着春

天，追梦2019。

早上 9 点多，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管委会广场前人头攒动，“小红帽”们在

健身指导员的带领下劲歌热舞地做着

活动热身。“时代楷模”张黎明也来了。

（下转第二版）

研究并原则通
过滨海新区2019年
“双万双服促发展”
活动工作方案，听取
扶贫助困工作情况
汇报和2019年滨海
新区“三张清单”任
务分解和督查落实
工作情况汇报

改革东风吹活滨海一池春水
■ 时报评论员

系列评论之四

2019年的2月，我们又迎来了一个

崭新的春天。每一个滨海新区人都不

会忘记，是40年前那个春天的故事，让

中国改革开放春潮涌动，才有了滨海新

区勇立时代潮头、成为今天走在全国改

革开放前列的现代化新区。改革不停

步，开放不止步。40年后，继续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成为这个春天里，新区人民的共同

期待。

2月11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讨

论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8年工

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要点。2月12日，

新区召开“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工作动

员会，提出：打造改革开放先行区，是市

委交给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新区必须

敢闯敢试、担当作为，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努力交出一份

漂亮的“成绩单”，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新，需要面

对的，是改革中更多体制机制方面的深

层次问题；需要破解的，是新时代新区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实现的，是

解决那些多年来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

题。比如：打破人员身份限制，推动全员

聘任制，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建立差异化薪酬激励办法，实行与业绩

挂钩的分配体制，让干事者多劳多得。

道理人人都懂，就是不能实行，这就是体

制机制痼疾，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

的问题。可以说，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

创新中，体制机制创新是重中之重。

在新区乃至全国的实践中，都明确

肯定以对外开放倒逼改革的做法。那

么，新区能否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推动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升级，通过发展

开放合作的先进制造研发和现代服务

产业体系，推动更多新金融、新贸易、新

科技产业项目在新区落地，又能否实现

天津自贸区深化改革目标——构建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对外开放，过去

新区勇做“试验田”，今天依然要争当

“先行区”。

改革开放，既要利国家，也需惠民

生。怎样以改革提升新区民生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安全

感和满意度，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创新

中的重要问题。优化营商环境，让企

业、居民在不断改进的政务服务中，不

断增加获得感，体会到服务的实意、诚

意和善意。加强基层治理，确保“街镇

吹哨、部门报到”改革落到实处，实现基

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新区才能成为宜居宜业的新区。让改革

惠民生，不仅是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也是确保新区改革正确方向的需要。

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新，将以推

行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深化自贸试验

区改革、实施“一制三化”改革和落实基

层治理体制改革等为重点，创新体制机

制、激发动力活力，当好改革开放先行

区，以改革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又一

年东风乍起，期待改革的东风，吹活滨

海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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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杜红梅
图/记者 贾成龙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近日公布 2019 年普通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技术调整结果，要求举办柔

道、摔跤等项目的普通高校今年停止相关项目运

动队招生。

根据教育部 2 月 15 日印发的《关于公布

2019年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技术调整结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大学等287所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通过了技术评估，被确

定为2019年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

该通知要求，举办柔道、摔跤等项目的学校

2019 年停止相关项目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承担

棋（牌）类、定向越野、龙舟、赛艇等生源不足的高

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的高校，要逐步停止高水平

运动队招生，可向足球等国家重点发展项目、校

园普及性较强和增强体质效果较好的项目进行

调整，2022年前要全部停止招生或调整到位。

通知表示，教育部将严格控制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高校数量，不再扩大规模，同时实行优胜劣

汰的竞争机制。从2020年起，凡连续两年不招

生及违规招生的学校或项目一律停止，教育部将

通过一定方式对2017—2018年连续两年未招生

的学校予以通报。

柔道摔跤等项目
今年高校停止招生

教育部：

出
发

技术工急需
最高月薪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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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老小其乐融融一家老小其乐融融
参与活动参与活动

健步走方队沿着路线出发健步走方队沿着路线出发

少年轮滑表演队助兴少年轮滑表演队助兴
健步走活动健步走活动 ““时代楷模时代楷模””张黎明参加活动张黎明参加活动

新区迎来猪年第一波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