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399个村（社区）有了监察联络员
新区在向各街镇派出监察组的基础上，在

全区399个村（社区）设立了监察工作联络员，

充分利用其身处基层、熟知情况的优势，让监督

“探头”聚焦“最后一米”。 2 版

■ 村（社区）监察工作联络员在村
（社区）“两委”换届后产生；聘期与
本届村（社区）“两委”任期相同

■ 村（社区）监察工作联络员当好
“四员”，即当好宣传员、当好监督
员、当好报告员、当好协助员

滨海新区沿海滩涂湿地迎来春

季候鸟迁徙高峰。在滨海新区多处

观鸟点，素有“鸟中熊猫”之称的国家

一级、全球濒危保护鸟类遗鸥成群结

队，停歇、嬉戏、觅食，享受着滨海春

日的美好时光。昨日上午，记者在八

卦滩看到，上万只遗鸥在觅食嬉戏。

在大神堂码头区，也有众多遗鸥翩翩

起舞。

据了解，八卦滩和大神堂均为天

津沿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候鸟栖息地，

与北大港湿地不同，这里的候鸟几乎

全部为水鸟。沿海滩涂湿地良好的

生态环境使新区成为候鸟天堂。

图为八卦滩上万只遗鸥在觅食
或在海水中嬉戏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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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主持召开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和赵乐际同志、孙春兰同志

在参加天津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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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副

书记郑会营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内容丰富、

亮点很多，学习贯彻好两会精神，就要深

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忧国忧民的深厚情

怀和对全年工作的布局定向，深刻理解

党和政府对工作的求实、务实和落实，深

刻理解外商投资法的重大意义。新区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全国两会

的殷切期待转化成一年的实际行动，凝

心聚力、提振精神，以苦干实干让全年的

工作更出彩、更有看头。

会议强调，要抓住黄金季节，确保一

季度“开门红”和上半年“双过半”。实行

项目调度会机制，对今年在建和准备开

工的项目做到包联领导和部门领导一一

深入现场，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确保重点项目按时开工、按进度实施。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外商投

资法，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充分发挥

新区和各功能区的政策优势和先行优

势，结合市级权力事项下放，尽快研究制

定具体落实举措，努力掀起新一轮外商

投资高潮。

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为实体经济

减税降负的契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强调要发展实

体经济。新区要不折不扣落实国家政

策，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生

物医药等高速成长的产业，拿出更大力

度的扶持政策，让企业感到在新区好上

加好。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大

于天”这根弦，严肃严厉地抓好安全生

产。牢固树立底线意识，紧盯交通、消

防、仓储物流、幼儿园、危化品、施工现场

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深入

开展专项排查和整治，坚决杜绝重大交

通事故，进一步压实责任，努力实现本质

安全。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电“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开展以来，各地经过多轮深入排查摸清底数，

截至17日，全国共发现“大棚房”问题16.8万个左

右，涉及占用耕地13万亩。整改工作在各地全面

展开，排查出的八成“大棚房”问题已经完成整改。

这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了解到的。“大棚房”问题是指一些地方的工商企

业和个人借建农业大棚之名，占用耕地建设“私家

庄园”、别墅、休闲度假设施、商品住宅等非农设施

的违法违规行为。其本质是改变土地性质和用

途，改变农业生产功能，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去年9月以来，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会

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成立专项行动协调推进小组，

在全国组织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在行动中，推动指导各地开展拉网式、台账

式排查清理，针对调研督导和各地反映的突出问

题，制定下发指导意见。分两次派出28个部门

联合督导组，派出50多个工作小分队和明察暗

访组，督促指导各地落实措施。 （下转第二版）

全国已整改完成
八成“大棚房”问题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张玉卓主持 杨茂荣许红星韩远达郑会营出席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天津时，提出“三个着力”重要

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津

视察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特别

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要着力解决百姓关

心、涉及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优化

教育医疗资源布局。要坚持就业优先，

做好当地百姓就业这篇文章。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不久前召开的区委三

届八次全会，提出滨海新区要加快建设

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这一历

史性目标，将“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再上新

水平”列入六大行动，明确提出，要在社

会事业上重点解决发展相对滞后的问

题、在社会治理上重点解决基层薄弱的

问题、在本质安全上重点解决责任缺失

的问题，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更多

实惠，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新区以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

城为抓手，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一大批优质

高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资

源向新区加速聚集，尤其是连续多年实施

20项民心工程，民生水平持续改善，人民

群众福祉持续增进。但与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五个现代化天津”目标要求相比，新区

还确实存在一些民生短板。群众在教育、

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有不少操心

事、烦心事。仅新区与市区间，每天就有

35万“通勤族”往来辛劳奔波。现代化海

滨城市作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升级

版”，最重要的升级就在于城市功能的升

级，在于借助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建设，补

齐新区社会事业、社会治理、本质安全上

的短板，在发展中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

加快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

滨城市，必须补齐社会事业短板，只有不

断缩小新区与天津中心城区甚至是北京

社会事业水平差距，才能为新区协同发

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必须在社

会治理上重点解决基层薄弱问题。百姓

事无小事，基层稳则社会稳。只有认真解

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才具有持久动力。

必须在本质安全上重点解决责任缺失问

题。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新区要从本质安全上落实好主体责

任、属地责任和管理责任，真正实现“各负

其责”，才能夯实筑牢安全根基。

坚持就业优先，做好当地百姓就业这

篇文章。把稳定和促进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拓展新增就业空间，加强就业保障，凸

显就业工作的“新区担当”和“新区作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等为统领，全面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

共服务质量水平，让群众共享繁荣宜居智

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丰厚的民生福祉。

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 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贯彻落实区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七

■ 时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

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干部任用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进

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选人用人

制度机制，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

作风关、廉洁关，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推动选人

用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发生重大变化。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更好坚持和落实党管干部

原则，党中央对《干部任用条例》进行了修订。

通知强调，《干部任用条例》是重要的党内法

规，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2014 年

修订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这次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

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将从严要求贯穿始终，

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选人用人工作中探

索形成的实践成果，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印发
干部任用条例

新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全国两会的殷切期待转
化成一年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提振精神，以苦干实干让全年的
工作更出彩、更有看头。

会
议
强
调

◎ 要抓住黄金季节，确保一季度“开门红”和上半年“双过半”

◎ 要深入学习贯彻外商投资法，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

◎ 要抓住国家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负的契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大于天”这根弦，严肃严厉地抓好安全生产

◎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实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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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抵押贷款
让科企“解渴”

据新华社电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在官方网站

发布了2018年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通

报显示，去年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涉及

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 88454 件，同比下降

5%。从投诉内容看，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10531

件，增长121.01%。

通报显示，2018 年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接收的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中，涉及财产保险公

司 8484 件，同比增长 128.25%;涉及人身保险公

司 2047 件,增长 95.32%。相关投诉主要反映销

售告知不充分或有歧义、理赔条件不合理、拒赔

理由不充分、捆绑销售保险产品、未经同意自动

续保等问题。

通报称，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去年共接收

财产保险公司理赔纠纷投诉38839件，占财产保

险公司投诉总量的近八成。 （下转第二版）

互联网保险消费
去年投诉大幅增长

银保监会：

5 版
气温要“跳水”
延时供暖很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