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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十一届

市委第七轮巡视第二巡视组将

对滨海新区土地管理领域开展

专项巡视。根据巡视工作条例

规定和本轮巡视监督重点，专项

巡视组主要受理滨海新区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涉及土地

管理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信访

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

视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

巡视组在巡视滨海新区期间，设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25327996（座

机）、15022466551（手机），邮政

信箱：A1501号信箱，同时在滨海

新区区委设置联系信箱，每天受

理电话时间为早 8:00-晚 8:00，

受理信访日期截止到9月11日。

滨海新区公布涉及土地管理领域
违纪违法问题信访举报电话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

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

卓会见了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党组副书记祖斌一行。

张玉卓表示，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是国家核工程建设的

龙头企业，新区要以企业在新区

建设核工业大学为契机，为学校

开展科研教学、培养高层次技术

人才做好服务，助力科研成果产

业化，为我国核工业事业发展作

出贡献。

祖斌表示，核工业大学将在新

区建设教学组团、行政组团、生活

组团和辅助组团，将整合优势资

源，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新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区领导邓光华、夏青林参加。

时报讯（记者 哈迪）9月9日

至10日，国家发展改革调研组来新

区组织开展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调

研活动，召开座谈会，举行产业合作

签约仪式，并实地考察新区产业发展

情况，促进东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协

调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司

长郭兰峰、市发展改革委主任王卫

东、市京津冀协同办常务副主任孙

虎军出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贾堤出席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资委、工商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展改革委，部

分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等功能平台，重点央企和民营企

业等相关人员共约350人参加。

贾堤说，滨海新区扎实推进重

大项目引进、各开发区法定机构改

革、各制度创新、综合配套改革等，

在区域发展中形成了有天津特色

的滨海经验。当前，新区主动对接

北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优质

资源，加快建设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等五大载体平台，加快打造智能

港口，发展目标逐步向建设与中心

城区相辅相成的现代化城市转变，

努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繁荣宜

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国家发展改革委来新区调研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工作

促进东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协调发展

时报讯（记者 尹娜）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促进新区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

展，日前，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

长费巍带队走访慰问民革滨海新

区区委会机关，交流座谈、调研情

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区民

革区委会副主委许红球，区政协副

主席、新区民革区委会主委蔡庆锋

参加。区委统战部、新区民革区委

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费巍看望了新区民革区委会

全体专职干部，听取了上半年工作

情况和工作计划，并与大家座谈交

流，了解所思所想。

费巍说，新区民革区委会相关

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活力、有力

度、有爱心、有成效，对各民主党派

和新区统战工作有借鉴意义。区

委统战部将结合调研了解到的共

性问题，沟通协调有关部门，促进

党派机关更好地开展工作。建议

民革区委会充分发挥优势，在增进

政治认同上做示范、在组织建设上

做示范、在参政议政方面做示范、

在服务社会对口扶贫上做示范。

区领导带队走访慰问民革滨海新区区委会

促进新区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昨日，

新区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区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在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

学校举行。副区长梁春早出席并讲

话。区教体局领导班子成员，各中

小学、幼儿园、职业院校书记、校长、

教师代表共9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宣

读了相关决定和荣获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

模范教师名单。与会领导为获表

彰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天津市优

秀教师、大港第五中学刘忠霞老

师，天津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塘

沽第一中学校长段景国，全国模范

教师、塘沽一职专教师翟津做了典

型发言。

梁春早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新

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辛勤

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就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不忘初

心、坚守使命，志存高远、担当作

为，立德树人、诲人不倦，勤勉笃

学、博采众长，充满情怀、无私奉

献”五方面要求，为新区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和素

质能力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新区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全面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和素质能力

时报讯（记者 张姝）日前，汉

沽人武部和汉沽中心小学在滨河

广场共同举办2019年度欢送新兵

暨青少年国防教育启动仪式，老青

少三代共聚一堂，共叙从军报国的

初心和使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郭志寅、区军事部部长冯长军，

以及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冯长军向即将入营的新战友表

示祝贺，他希望即将踏入军营的新

兵要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在思想和

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

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听习主席

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的好战士。要牢记使命，珍稀荣誉，

继承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尽快实现由普通青年

向合格军人的转变。要爱军精武，

建功立业，把家长和人民的嘱托和

期盼作为强大动力，早日把胸前的

光荣花变为军功章。要尊规守纪、

严于律己，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争

当文明守纪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活动还宣读了 2019 年度新

兵名单。退伍老兵和小学生代

表为新兵佩戴光荣花，向新兵赠

送《习近平讲故事》。小学生和

新兵代表交流发言。

汉沽人武部和汉沽中心小学举办2019年度欢送
新兵暨青少年国防教育启动仪式

争当文明守纪新时代革命军人

张玉卓会见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客人

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

法院组织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

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宣布对刘

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 1951

年 11 月全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

露出来的第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刘青

山、张子善分别是 1931 年、1933 年

入党的老党员，曾在天津地区任党

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革命战争

年代，他们曾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

供，坚贞不屈；和平时期，他们却居

功自傲，贪图享乐，不顾党纪国法，

贪污克扣国家救灾粮、河工粮、飞机

场建筑费、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

粮、治河民工工资、银行贷款等国家

财 产 ，为 数 达 1716272 万 元（旧

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

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

很大的经济损失。

1951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作

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

籍。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

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

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中共

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

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由河

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是否可

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

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

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

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

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

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

误的干部。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
法院组织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
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 新华社发

对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

场依法严肃采取停业整顿措施并

立案调查开展处罚，向天津新龙

桥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出具《责令

改正指令书》并对该企业依法立

案调查……自新区8月5日开展“防

风险保平安迎大庆”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以来，10位区领导分

别牵头全面包保，盯紧重点行业领

域和区域开展督导检查、暗查暗访

和夜查暗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

患。据统计，今年1月-8月底，新区

安全生产共检查企业104438家次，

发现隐患 82289 项，已整改 75455

项，行政处罚1420.839万元，停产整

顿企业368家，关闭取缔25家。

但记者了解到，在新区加大督

查力度、严格监管执法下，还有部

分企业对开展保安全迎大庆集中

行动的意识不强、企业防保迎氛围

不浓，在区领导暗查暗访中暴露了

很多安全隐患问题。现将记者随

区领导暗查暗访中发现的部分隐

患问题进行曝光。

8 月 20 日，区领导对金元宝滨

海农产品交易市场进行暗查暗访，

检查中发现该市场存在消防设施

失效、堆放易燃物、逃生通道堵塞

等严重安全隐患。区应急局、区消

防支队对该单位依法严肃采取限

期整改、停业整顿等措施，并立案

调查开展处罚。8月22日，区安委

办组织新区及高新区相关部门，对

金元宝集团公司、金元宝滨海农产

品交易市场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函

告警示。9月2日，区领导再次到该

市场检查，发现企业仅对商铺使用

的氧气瓶增加了防倾倒设施，除此

之外其他隐患问题均未彻底整

改。同时，在本次检查中还发现二

楼零售商场部分用电线路敷设不

规范。

8 月 28 日晚，区领导对大港金

祥化工厂进行夜查暗访，发现该工

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但存在储液

罐露天摆放、部分罐内残液剩余等

安全隐患，当前，该工厂的所有储

液罐已全部清理。同日晚，区领导

夜查暗访新龙桥工程塑料有限公

司，发现该公司存在库房照明灯下

存放货物、货物码放超过3米、库房

内缺少应急灯、动火作业票填写有

漏项、部分库房未安装智能用电系

统等隐患问题。在区领导夜查暗

访之后，新龙桥公司立即对问题逐

条分析原因，对能立即整改的当天

连夜组织整改，对需要通过改造、

更换设备等措施进行整改的立即

制定了整改措施。

9月2日，在检查民主街菜市场

时发现，个别商铺用电存在将电源

负荷开关安置于木板上、未安装剩

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源线敷设不规

范及私拉乱接电线等隐患问题，商

铺存在将可燃泡沫箱置于租铺顶

部、存放纸质包装夹、安全出口标

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同日，在检

查鸿泰千佰汇商业广场中发现消

防水泵房内堆积可燃物及其他杂

物、配电箱附近存放油脂及其他杂

物、消防泵房内有与其使用功能不

相关的作业机具、商铺消火栓箱有

被遮挡等隐患问题。

9月4日，区领导暗查暗访天津

外代物流有限公司，发现库房照明

灯下存放货物、仓库门附近堆物阻

挡安全通道、防火分区前方道路损

坏、公司内部行人路线和车辆路线

未实现分离、仓库二楼更衣室玻璃

门直对仓库等隐患问题，区应急执

法大队当场出具《责令改正指令

书》，并依法进

行处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述问题隐

患具有一定共性，虽然有部分隐患

是动态的，但多数隐患都是静态

的。而且包括库房照明灯下一定

高度内禁止存放货物、安全通道务

必畅通等要求都是新区反复强调

并且下发明确规定的，但在暗查暗

访中仍频频被发现。还有安全出

口标识不明、缺少库房应急灯等问

题都是很容易避免和解决的，却也

成为暗查暗访中发现的集中问

题。究其本质原因，还是各企业对

“防保迎”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红

线意识薄弱，底线思维不强。

相关单位提醒新区各企业、各

单位、各部门，下一步新区仍将进

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加大严格监管

执法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

曝光力度，下狠手、出重拳，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推动保安全

迎大庆集中行动扎实深入开展。

同时，记者也将继续跟踪报道以上

曝光企业隐患问题的整改进展。

记者 哈迪

夜查暗访 曝光问题 重拳严惩 整治隐患

今年前8月新区整改安全隐患75455项

昨日，经开区优秀企业发

布会暨“泰达荣誉区民”授予

仪式及经开区区情通报会在

于家堡国际金融会议中心召

开。会议对年度泰达百强企

业、科技瞪羚企业与领军企

业、环境保护先进企业，以及

经开区招商服务保障标兵进

行了表彰，向 10 位泰达荣誉

区民颁发了证书，并通报了经

开区当前经济发展情况。

据了解，过去以来，经开

区进一步聚焦主业主责，持

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经济

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态

势更加明显。综合发展水平

在国家级开发区中持续保持

领先，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中继续发挥主力军和排头兵

作用。会上，为表彰对经开

区作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和先

进集体，经开区管委会发布

了“2018 年度天津开发区百

强企业”“2018年度天津开发

区科技领军企业、瞪羚企业”

“2018 年度天津开发区生态

环境保护先进企业 30 强”名

单，并对经开区招商服务保

障标兵进行了表彰。

记者获悉，经开区吸引

了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外国友人近4000人长期

在此工作居住，不同文化相

互交融，形成了泰达独特的

多元素文化环境。为了鼓励

和表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

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港

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促进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开

区管委会设立“泰达荣誉区

民”称号并制定详细评审办

法。据悉，今年“泰达荣誉区

民”申报评选活动中，经开区

管委会共收到 300 多名外籍

人士、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

的推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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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获悉，今年

以来，经开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发展，

经济发展交上了一份亮丽答卷。

记者从经开区优秀企业发布会暨“泰

达荣誉区民”授予仪式及经开区区情通报

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运

行稳中有进，主要指标稳步提升，高质量

发展态势持续显现。上半年，经开区主要

指标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5%，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增长6.4%，占全市和新区比重

分别提高了0.4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资6.2亿美元，增长10.3%；实

际利用内资157.2亿元，增长7%。经开区

主导行业、重点企业、新兴领域规模、质

量、效益实现了持续提升。其中，工业主

导行业增加值增长9.7%，高新技术企业增

加值增长20.5%，汽车、计算机整机、服务

机器人等“泰达智造”拳头产品产量产值

实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

规模效益持续提升，营利性服务业营收增

长20.2%，利润增长76.1%，平台经济、信息

技术、文化传媒、研发服务等新经济业态

板块实现蓬勃发展，占服务业的比重也在

不断提升。

据了解，今年以来，经开区投资促进

成效明显，招商引资势头强劲，重点项目

建设加快推进。上半年，经开区新增各

类市场主体5508 家，其中内资企业3040

家，合计认缴注册资金552亿元；外资企

业 96 家，合计认缴注册资金 23.2 亿美

元。新签约重点项目131个，合计意向投

资总额超过 914 亿元。中伟新材料等一

批优质企业批次落户；积极承接首都资

源，中能化资本等一批央企新业务板块

在经开区投资设立；泛生子基因科技等

一批创新型企业在经开区签约落地。储

备项目总数超过 1000 家，合计意向投资

总额超过 4000 亿元。上半年，经开区在

建投资规模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221个，

总投资规模超过2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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