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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

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日前，天津经开区

管委会与韩国保宁米迪恩株式会社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保宁米迪恩株式会社结算中心项目

落户经开区。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郑

伟铭出席并会见保宁米迪恩株式会社社长金

恩玎一行。

郑伟铭表示，经开区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区

域，经济非常活跃，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 118

家。区域内韩资项目众多，三星集团、摩比斯、

现代制铁等知名韩资企业在经开区都有重要

投资布局。经开区将全力为企业提供最为优

质的营商环境。

金恩玎表示，保宁米迪恩是保宁旗下第二

大公司，目前在韩国婴幼儿产品市场占有率排

名第一。此次来访，对经开区完善的城市配套

和良好的营商氛围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信企业

未来在经开区将大有作为，得到更快更好的

发展。

保宁米迪恩落户经开区
系韩国最大婴幼儿品牌

1992 年 10 月，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

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

加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实行

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

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

经济体制改革思路。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

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

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1992 年 6 月 9 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

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阐述了他对计划

与市场问题的思考。江泽民明确提出：

“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为中

共十四大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

想基础。

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的重大突破。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

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

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

本任务和要求，勾画了其总体规划和基本

框架。这一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解决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

键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

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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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4月，海峡两岸两个民间团

体的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会

晤。这次会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

建立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1991 年

12 月 16 日，大陆方面成立了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由汪道涵担任会长。在

这之前的 1990 年 11 月 21 日，台湾方

面成立了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

董事长是辜振甫。

1992年8月4日，汪道涵致函辜振

甫，希望就两岸经济发展和两会会务等

问题举行会谈。22日，台湾海基会接受

会谈邀请。经过多次预备性磋商，海协

会与台湾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达成

共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

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后被称为“九二

共识”），为会谈成功举行铺平了道路。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道涵

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谈。

双方就关于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两会会务及两岸科技、文化交流合作

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形成《汪辜

会谈共同协议》等文件。

这次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

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

最高层次的会谈。

1998 年 10 月 14 日至 19 日，台湾

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夫妇

率台湾海基会参访团到大陆访问，汪

道涵与辜振甫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些会谈，对推动两岸交流，增

进互信合作，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会谈过程中强调坚持“九二共

识”，成为此后海峡两岸开展交流的

重要基石。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汪辜会谈

时报讯（记者 尹娜）日前，区政协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区政协副主

席刘华建、姜立超、杨金星、蔡庆锋、张尔祥

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传

达学习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委员会第

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条例》和滨海新区创文现场推动会

精神。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市委、

区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

新方位新使命，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履职，担当尽责，努力开创新区政协工作

新局面。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生态城

管委会了解到，《中新天津生态城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近日正式实施。《中新天

津生态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紧扣高

质量发展内涵，明确了生态城着力建设

产城融合示范区、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区、着力建设智慧城市示范区、着力建

设国际合作示范区四项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任务，将围绕双轮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打造生态城市升级版和智慧城市创

新版。

着力建设产城融合示范区。生态城

围绕主导产业聚焦聚力，持续做大产业

规模，促进产融结合，不断提升产业科技

含量。以人为本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和城

市规划建设创新。通过企业聚集、载体

建设和社会事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产

带城、以城促产的发展局面。

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生态

城坚持内外兼修，推动绿色发展。通

过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构建多层级的

绿地景观、最大限度利用能源资源等，

打造外在的绿色形象。通过动员全民

开展垃圾分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建

设绿色教育基地等，形成内在的绿色

文化。

着力建设智慧城市示范区。生态城

按照“1+3+N”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结

合30项智慧城市指标体系，率先应用5G

等前沿技术，不断提升巩固综合运营中

心和“物、数、人”承载平台，丰富具体应

用项目。

着力建设国际合作示范区。生态城

借助中新双方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生态

城的窗口作用和平台作用，主动融入自

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在生态城市建设

管理各个领域体现中新合作成果，努力

总结经验，向国内外复制推广。

据生态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态城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城的

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

贯穿生态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进一步

提高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

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生态城各部门各

单位将按照任务分工和条线对应原则，

积极对接市级部门和区级部门，分期落

实、动态实施、及时反馈，确保将天津

市、滨海新区的任务要求落实到位，在

滨海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作出

更大贡献。

■ 围绕主导产业聚焦聚力，持续做大产业规模
■ 以人为本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和城市规划建设创新
■ 打造外在的绿色形象，形成内在的绿色文化
■ 按照“1+3+N”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不断提升巩固综合运营中心和“物、数、
人”承载平台，丰富具体应用项目
■ 在生态城市建设管理各个领域体现中新合作成果，努力总结经验，向国内外
复制推广

正式实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打造生态城市升级版和智慧城市创新版

生态城着力建设四大示范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 ◎绿色发展示范区 ◎智慧城市示范区 ◎国际合作示范区

“区纪委监委帮我追回了被拖欠

十余年的工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近日，滨海新区纪委监委信访室来了

两名送锦旗的“上访人”。这是区纪委

监委下沉一线精准监督，切实解决群

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综合运用

多种方式，把监督探头沉下去，让群众

享受到监督的更多“福利”和“实惠”，

真正体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开展“体验式”监督，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纪检监察工

作融合推进，以“六个一”活动为载体，

组织委机关 40 名处级干部深入 21 个

街镇 40 个村（社区），亲身“体验”一天

村（社区）纪检监察工作联络站站长工

作，看望老党员，慰问困难户，宣讲廉

政党课，参加“两委”班子会议，指导联

络站开展工作。共处置信访举报 28

件，向 27 家部门和单位反馈问题建议

30 余条，由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等跟

踪监督解决。

开展“蹲点式”监督，在“六个一”活

动的基础上，开展“大走访”“大服务”活

动，统筹区纪委监委机关、派驻机构187

名干部，与街镇纪检监察干部一道，沉入

全区399个村（社区）“蹲点”，在广场空

地摆开桌子、拉上凳子，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充分听取基层群众心声。共征求意

见建议2000余条，收集问题线索55条，

受理信访举报49件，向有关责任单位及

时下发《群众意见反馈函》，并跟踪压实

整改落实责任。

针对与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相关的

医疗卫生、教育、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行

业和部门，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万人

问卷大调查”活动，由区纪委监委机关统

筹，向社会各界发放问卷4.8万份，全方

位收集干部作风问题线索。共收集意见

建议2996条，目前已分交各职能部门进

行整改落实，区纪委监委各监督检查室、

各派驻机构和各街镇纪检监察组持续跟

踪督办。

记者 张姝 通讯员 席兆胜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日前，滨海新区区

级机关工委和区委街镇工委联合组织召开区

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专题宣讲会，旨在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相关支持文件，切

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区委三届九次全会

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机关工委所属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员干部，

各街镇内设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干部代表

600余人参会。

主讲人从要把握好重大战略机遇，在争

创新优势、彰显新作为中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要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北

方经济新引擎；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之城，打

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要贯彻好

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相关支持文件精神，落实

好区委、区政府制定的“1+7”攻坚行动方案

及各项工作任务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翔实

的讲解。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切

实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高质量发展的奋斗

目标上来，结合工作实际，全力以赴干好四季

度，高标准谋划明年工作，使全会精神转化为

推进新区开发开放的具体行动，把支持势能转

化为发展动能，为创造滨海新区更加美好的未

来而努力。

区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专题
宣讲会召开

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时报讯（记者 张姝）日前，区民政局组织

召开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研讨会，各街镇和有关

开发区工作人员90余人参加。

培训研讨会采取讲解式教学与互动式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逐条解读临时救助细则、救

急难等政策，通过以案说法对创新审核审批流

程开展讨论。现场演示了社会救助街（镇）区

联合审核审批业务和救急难线上审批业务，进

一步规范审核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限，提高

服务效率。

会议要求，各街镇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

和担当意识，深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两不愁

三保障”和“扶贫日重要批示”的精神实质，牢

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着力提高基层

救助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切实发

挥社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基础性

作用。

区民政局组织召开社会救助
业务培训研讨会

提升基层社会救助保障效能

开展“体验式”监督、“蹲点式”监督和“万人问卷大调查”活动

新区多措并举把监督探头沉下去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1994年9月，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

的建设，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

题的决定》，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作了全面部署。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党的建设作为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成功实

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紧密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要聚精会神地

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

心”，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十

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

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等一系列决定。

为落实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各

项任务，使党的建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关于加强党的

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决定》指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把党建设成为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决

定》要求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

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着重解决好党

的组织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特别是要解决

好三个问题：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

别要注重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中

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德

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

加强党的建设的整体部署。注重制度建

设，是《决定》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94 年 12 月 14 日，经过长达数

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

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

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事。20 世纪

50年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

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

后6次咨询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

责人。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

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

局面的汇报时表示：看准了就下决心，

不要动摇。

1984年，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和

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位、

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 150 米的

三峡方案。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水利工

程的决议。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决定

修建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和

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其 182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

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主体工程三

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体混凝土浇筑

总量为1600多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建设者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自主

创新相结合，摸索了一套科学的施工

工艺和管理制度，解决了一系列技术

难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以对

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谱写了

世界大坝工程史上新的纪录，创造了

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6年5月20日，全线浇筑达到

185 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自此，

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陵峡谷，

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

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言终于成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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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峡出平湖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日前，东疆保税

港区正式印发《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优化营

商环境实施意见》，为增强企业办事便利度

和幸福感再添制度保障。《意见》对标国际

通行的营商环境指标进行服务企业任务分

工，建立了线上线下结合、点面结合、条块

结合的矩阵式企业服务联动体系，实现问

题搜集全覆盖，企业有问题知道找谁；问题

传导无障碍，发现的问题知道交办给谁；问

题解决无死角，企业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能

得到及时、合理、有效的解决。未来，东疆

将通过创新服务做强做大支柱产业，在推

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的同时，加快

推进东部岸线景观改造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出台

东疆建立矩阵式
企业服务联动体系

积极落实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