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家园街因底子薄、管理难、问题

多，成为新区创文百日攻坚行动整治

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日前，新区创文

城市建设管理分指挥部、区城管委工

作人员深入胡家园街部分社区、点位

展开督查，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随行

跟访现场一一目击。

绿化养管不到位
地点：滨瑜小区、觉祥园、和角道等

“小区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细节

上还得注意，要把创文当成一件惠及

百姓的大好事，坚持下去。”当天，督查

人员首先走进滨瑜小区，环境整洁、没

有堆物、路面平坦，让人眼前一亮，但

继续深入小区，发现3号楼和4号楼附

近仍存在在绿化区晾晒被子和衣服的

现象，小区部分绿化缺失。

随后，督查组来到西部新城周边

走访发现，和角道、和智道两侧绿化有

不少荒废，有的位置杂草半米高，有的

点位则黄土裸露。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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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园以及西部新城附近区域，地处

城乡接合部，相较于其他街镇、区域，底子

薄、管理难度大、问题多是现实。但正因

有薄弱、短板，才有创文百日攻坚，所谓攻

坚，就是要攻克久攻不下的“堡垒”，啃下

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

新区创文箭在弦、马上鞍，重任已在肩，

形势迫人。街镇、社区以及相关责任单位，

必须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必须横下一条

心、交出合格卷。相关部门也要切实担起

责任，认真做好后援，勠力同心携手攻坚。

西部新城周边荒草丛生 菜市场等区域乱象多多

胡家园区域这些点位整改还得加把劲儿！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记者日前从区

政府常务会议上获悉，滨海新区将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全力打

造5G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加快推进高质

量发展。预计到2020年，根据实际需求，

新区基本实现5G网络全覆盖，应用及产

业示范效应初步显现；到2022年5G在经

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构建

起优良5G产业生态，成为全国重要5G资

源聚集地、全国5G产业发展高地。

5G网络的建设，是构筑经济社会数

字化转型的根本性、战略性基础，对实施

网络强国、制造强国战略意义重大。推进

5G网络建设，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目

前，新区现有的各类通信基站资源丰富，

并高于全市平均水平，5G产业发展行业

竞争力很强。此外，新区电子元器件、智

能终端和软件产业有着较好的基础，有利

于快速布局5G关键器件、智能终端和应

用软件等5G基础产业。同时，新区还在

制造、交通、医疗、教育、工业互联网、智

慧城市等领域有大量的应用场景需求，

为推进5G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滨海新区计划在5G网络建设方面，

到2020年，建成5G基站2400个，根据实

际需求，基本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到

2022年，建成5G基站4500个，实现5G网

络全面优质覆盖。

在5G产业聚集方面，到2020年，5G

产业创新平台初具规模，产业链形成协

同、集聚发展态势；到2022 年，建成2 个

以上 5G 产业创新平台，培育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5 家以上，在行业具

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10 家以上，5G 产

业规模达到 100 亿元以上，带动相关产

业规模达500亿元以上，成为全国5G产

业发展高地。 （下转第四版）

培育一批5G领军企业“隐形冠军”打造5G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明年新区基本实现5G网络全覆盖
■ 5G网络建设方面

到2020年，建成5G
基站2400个，基本实现
5G网络全覆盖；到2022
年，建成 5G 基站 4500
个，实现5G网络全面优
质覆盖。

■ 5G产业聚集方面

到2020年，5G产业创新平台初具规模，产
业链形成协同、集聚发展态势；到2022年，建成
2个以上5G产业创新平台，培育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优势企业5家以上，在行业具有影响力的龙
头企业10家以上，5G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以
上，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500亿元以上。

■ 5G行业应用深度融合方面

到2020年 5G在垂直行业的示
范引领作用初步显现，5G示范应用
场景超过20个；到2022年，5G与垂
直行业应用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
式基本成熟，垂直行业新动能接续涌
现，5G示范应用场景超过50个。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 月 14 日，

正值中秋节假期。区委副书记、区长杨

茂荣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突击检查新

区安全生产工作。区政府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蒋凤刚，区有关部门和相关街

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节日的北塘古镇熙熙攘攘，到处

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北塘海鲜

一条街前来吃海鲜的游客络绎不绝，

海鲜餐馆的老板们忙得不可开交，笑

得合不拢嘴。“这里环境好、有特色、档

次高、价格也不贵，很多人都慕名而

来。昨天一天店里来了 160 多桌客人，

生意很好……”听到海鲜馆负责人的

介绍，杨茂荣十分高兴，他鼓励海鲜馆

经营者要看长远、算大账，提高服务，

推出价格实惠、特色鲜明的餐饮产品，

进一步叫响北塘海鲜一条街名号，打

响北塘餐饮品牌。 （下转第二版）

杨茂荣暗访中秋节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弦 决不让隐患过夜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 月 14 日，

中秋节小长假第二天。区委副书记、

区长杨茂荣带队察看新城镇迎新路排

水干渠、金光路附近沟渠和大沽街大

沽排水河万年桥大沽化工泵站排口，

暗访河长制落实情况，研究推进河水

达标排放举措。区政府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蒋凤刚，区有关部门和相关

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杨茂荣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进一

步提高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坚持“一河一策”，落实队伍、落实制

度，推动深层次问题解决，从根本上

解决排污问题，确保河道治理工作取

得实效。 （下转第二版）

杨茂荣暗访河长制落实情况

充分发挥河长职能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自我革命是提高执行力最根本的力量
——五论提升新区党员干部的执行力是关键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在举国迎庆

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热烈气氛中，我们

度过了象征着团圆收获的中秋佳节。节

前，区委对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批主题教

育进行了安排。第二批主题教育针对10

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真刀

真枪解决问题，是主题教育继续坚持把

“改”字贯穿始终，取得实效的基本要求。

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坚持把“改”字

贯穿始终，是主题教育以自我革命精神

增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自觉性，提高执

行力的必然要求。无论第一批还是第

二批，不断解决问题，自我革命，展现作

为，都是主题教育的要求。把“改”字贯

穿始终，就要改观念，要不断解放思想，

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和陈旧的条条框

框；就要改作风，要扑下身子，深入实际，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改方法，要研

究新情况，掌握新变化，增强新本领。新

区担负的使命，也要求我们“改”，如何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为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最大承载地？怎样学习深

圳、浦东，成为“北方深圳”“北方浦东”？

检视问题，新区党员干部身上，还有太多

的地方需要“改”。学习华为，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学习它如何向别人学习、如何

进行自我批判。华为不断地进行自我革

命，所以它能走得更久、更长远。敢改会

变，才是自我成长最自信的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需要新区党员干部把“改”字贯穿始终，

以行动作出现实的回答。坚持把“改”

字贯穿始终，才能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达到主题教育的目的和效果。行动起

来，“改”出一个新风扑面、昂扬向上的

精气神，以更加有为的干劲和精神状

态，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繁荣

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强大力

量，迎庆新中国70周年华诞。

滨海新区 晴转多云 23℃~17℃ 风力：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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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亮点多

“滨海元素”引人注目

中秋假期
十万游客享新区“海”味
◎ 纳入监测的7家景区接待游客95927人次

◎ 旅游收入1243万元

今年中秋期间，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海滨特色
的传统旅游优势，并结合初秋旅游特点，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据统计，在新区纳入监
测的航母、极地公园等7家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95927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约为1243万元。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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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575位
新任专职网格员上岗

时报讯（记者 张姝）昨

晚 8 点，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播出《德耀中华——第七

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

获得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类）荣誉称号的国

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运维检

修部配电抢修班班长、滨海

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

黎明，上台接受颁奖。

在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

献类颁奖环节，张黎明在掌

声中走上台来，同时大屏幕

上播放着他的事迹宣传片：

“张黎明，国网天津滨海供电

公司二级职员。张黎明扎根

电力抢修一线，32 年来累计

巡查电路 8 万多公里，绘制

线路地图1500多张，完成技

术革新 400 余项。”随后，他

与其他获得敬业奉献类的全

国道德模范共同接受颁奖。

张黎明几十年来奋战在

电力一线，始终坚持一心为

公、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他始终秉持“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宗旨，扎根电力

抢修一线；他甘当点亮万家的

“蓝领工匠”；他带领着滨海黎

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将“黎明

出发、点亮万家”服务百姓的

真情送到千家万户，被誉为

“坚守初心的光明使者”。

2016 年初，天津市委将

他作为天津重大典型进行宣

传。2018 年，张黎明被中宣

部授予“时代楷模”，被誉为

“点亮万家的蓝领工匠”。他

还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

革先锋”，被评价为“创新型

一线劳动者的优秀代表”。

他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道

德模范、“为民务实清廉先进典型”等荣誉或称

号。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津考察期

间，张黎明汇报讲解了带电作业机器人、智慧电网、

车联网平台等创新工作，习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张

黎明一线创新贡献，并激励他在创新之路上取得

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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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绿化区晾晒被子和衣服居民在绿化区晾晒被子和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