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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区的“窗口”和“名片”，高

铁滨海站代表着新区的对外形象和文

明水准。此次督查发现的问题有的存

在已久，有的虽经整治又再次回潮，说

明问题治理存在片面化和表象化，亟

待建立长效机制或加以根本解决。

针对这些问题，各责任部门、单位

应以创文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主动靠

前，细化措施，携手联动，不推诿，勇担

责，聚焦难点，合力攻破，从源头上解决

问题，向高标准、精细化管理看齐。

出租车禁停区揽客 服务设施有待人性化管理与设计

高铁滨海站，这个“窗口”还须擦得更亮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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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月21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

第 78 次常务会议。区政府党组成员出

席，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

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形势，进一步狠抓隐患排查，落实严管

措施，确保月底前隐患整改全部清零，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一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天津之“特”，扛起“卫城”之责，进一步强

化政治担当，进一步树牢“隐患就是事故、

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树牢红线意识，增

强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保持高度警

醒，以衣不解带、马不卸鞍，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的精神，坚持最高等级、最高标

准、最严措施、最大力度，（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 月 21 日，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杨

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

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

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原则和首要任

务，在推进工作上见人见事见行动，把

着眼点放在成果、效果、结果上，不折不

扣抓好贯彻落实。要敢于斗争，用好问

责利器，向不作为不担当现象亮剑。要

坚持严管厚爱结合，保护真正担当作为

干部的积极性，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

时代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时报讯（记者 尹娜）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政

协获悉，区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区政府收到

政协提案263件，经过区政府系统44个承办单位

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已经全部答复完毕，答复

率100%。

今年政协提案办理过程中，区政府主办单位

和协办单位跟政协委员进行了充分沟通，针对区

政协委员提出的具有前瞻性、建设性、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建议进行认真答复办理。区政协委

员们认为，一年来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责任措施落实到

位，办理工作规范高效，提案成果转化及时，提案

效能显著提升，发挥了政协提案在建设繁荣宜居

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中的积极作用。据悉，近

日，新区政协委员们又对新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

展进行重点关注，并围绕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优

化营商环境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建议。

今年政协提案
全部答复完毕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发表《为人

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不断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

身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

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

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实现，随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

广泛、更加充分的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

平上实现全面发展。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杨茂荣主持

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

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新 中 国 人 权 事 业
发展70年白皮书发表

“4月7日送店《查理九世》《森林报》《恐龙世界》，4月8日

送店《看不惯我又干不掉》，4月9日送店……”在位于宁波道与

浙江路交口处的希望书店里，工作人员记录下这样一个账目，这

是一位小读者沈天扬将自己读过的书送去书店“共享图书”架的

记录。这项活动是由参评“书香天津最美书店”的希望书店为了

推动全民阅读而策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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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滨海新区不断发展扩容，各新

兴区域的商业需求不断增加，吸引了国

内外商业资本纷纷进驻。复地活力广

场、友阿奥特莱斯、滨海万达广场等近些

年落户新区的商贸载体，如今已颇具人

气，为市民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休闲体

验。记者了解到，未来两三年内，包括山

姆会员商店、周大福K11、爱琴海购物广

场等在内的众多全新商贸载体将陆续亮

相，为市民带来更多的休闲购物新选择，

推动新区商业业态持续丰富。

新兴商贸载体带来新选择

“现在每逢周末，我们最爱去的就是

离家不远的友阿奥特莱斯，这里集奥莱

购物、休闲体验、餐饮美食、游戏娱乐于

一体，一家三口各取所需，多重体验。”家

住新北街的杨颖对记者说。

在国外，周末逛奥莱是最受欢迎的

家庭休闲选择，如今在滨海新区同样可

以实现。在位于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

园的友阿奥特莱斯，市民们不仅可以以

实惠的价格买到知名品牌商品，还可以

在这里吃饭、看电影、拍照片，全家人

吃喝玩乐购的休闲需求在这里可以获

得“一站式”满足。友阿奥特莱斯这座

商贸载体充分提升了海洋科技园板块

的商业人气。

（下转第二版）

新兴商贸载体带来强大人气 未来一批大型商贸载体陆续建成

新区时尚商圈多点开花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高铁滨海站，作为新区对外交流

的重要“窗口”和“名片”，对新区形象

影响举足轻重。9月21日，新区融媒体

中心记者跟随新区创文办实地督查走

访时发现，滨海站内外管理不够精细，

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和规范，“窗口”亟待

擦亮。

无视黄色禁停线
违停车辆屡劝不止

21日早上8点25分，记者在位于融

义路和金河道交口处的滨海站9号口附

近看到，融义路上黄色禁停线旁，十多

辆正在等客的出租车占了外侧两排车

道，一直延伸到路口人行便道及金河道

上。“打车吗？打车吗？”现场，有的出租

车司机干脆下车揽客，揽客声和喇叭催

促的滴滴声此起彼伏。有几辆私家车

也在出租车队伍前靠边停放在了禁停

区。当天上午，新区交运局交通运输管

理中心执法人员赶到现场，集中对违停

车辆进行劝导后，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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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将至，新区在津滨高速延长线、京

津塘高速出口延长线、津塘公路沿线等处，

都悬挂了崭新的国旗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的标语，同时在车站北路、新北

公路、福州道等路口布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的景观。到处一派喜气洋洋

的的节日景象，表达了新区百姓对伟大祖国

的祝福。 记者 贾磊 贾成龙 摄影报道

喜庆景观迎接国庆喜庆景观迎接国庆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张姝）为期一周的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 9 月 22 日闭幕，

闭幕式上同时公布了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开幕式等重要活动主办城市为河南省郑州市。

今年的网安周首次安排了闭幕式活动，同往

届相比是一个创新。在闭幕式上，创新展示形

式，将投影技术与3D动画相结合，以纱幕作为投

影载体，通过投影机投射3D动态视频，浮现亦真

亦幻的画面，对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进行了全程回顾。同时，中央网信办、国家网

信办相关负责人宣布了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开幕式等重要活动主办城市为河南省郑州

市，并举办了会旗交接仪式。

闭幕式后，举行了继“网”开来——视听交响

音乐会，将高新科技、互联网元素与流动缥缈的

音乐艺术相整合，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据了解，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2014 年开

始每年举办一届。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9月16日至22日

期间举办了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技术高峰

论坛、网络安全主题日等活动。

2019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闭幕

■ 在经开区周大福金融中心，K11购物艺术中心让人
充满期待，这里将为崇尚个性、追求品位的年轻消费者提供
兼具“实验性”与“未来感”的艺术文化购物新体验。

■ 在高新区海洋科技园，集合全球尖货、价格实惠的
山姆会员商店，将在这里开设天津“二店”，面积超过1.4万
平方米。

■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已经启动建设的天津生态城爱
琴海广场，由约8万平方米的爱琴海购物公园和约1万平
方米的特色商业步行街构成，项目建成后将为生态城居民
休闲购物提供便利；亿利E乐街，将成为满足生态城区域

“食、游、购、娱、体、演、展”等需求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目
前已有星巴克、胡桃里等20余家优质品牌意向入驻。

未来几年，在经开区、生态城、高新区等，又将有多个商贸载体建成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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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援地区享新区
高质量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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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对我们来说
是块福地”

◎开展医院“一对一”“二对一”帮扶

◎组织名医走进受援地区

记者 范炳菲 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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