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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11 月 16 日，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邀请北

京微芯边缘计算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任

常锐就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进行深度解

读。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

卓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出席。

任常锐从典型案例入手，以生动形

象的语言、精辟缜密的论述，从区块链技

术的核心价值、区块链技术的典型应用

和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三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阐释。报告前瞻性强，鲜

明生动，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指导性，又

有现实针对性，对更好地理解运用区块

链技术，提升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

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很

好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张玉卓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发展区块链技术

的重要战略意义，对深入学习区块链、积

极运用区块链、有效管理区块链提出了

明确要求，为新区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新区要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快布局发展区

块链等新技术新产业，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张玉卓强调，要抓产业技术创新，将

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

破口，加快构建适合于区块链产业发展

的生态，为区块链产业和产业对接创造

最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要抓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区块链

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区块链+民生

服务”的新模式，为实现新区社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技术支

撑。要抓风险防范化解，在区块链开发

过程中，要建立容错机制，通过学习、了

解、观察，确保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

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83次常

务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成

员出席，各开发区管委会，区

政府各部门和各街镇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

会议观看了渤海综合治

理暗访片，听取了渤海综合治

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

渤海综合治理工作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

的具体实践，事关新区发展大

局。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提高政治自觉，积极行动

起来，落实责任，倒排工期，明

确节点，紧盯进度，全力以赴

抓好问题治理，坚决完成渤海

综合治理各项任务。要突出

工作重点，集中力量持续开展

“清四乱”整治，治理“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防止问题反

弹回潮。要加大对工业、生活、

农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协调

推进污水处理管网、河道清

淤、雨污分流、生态取水工程

建设，全面改善新区河湖地表

水环境质量，确保渤海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滨海新区关于开展老

年人助餐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会议指

出，办好“老人家食堂”既是一项惠老福利，更是

一项民生工程。要以解决高龄和失能等老年人

“吃饭难”问题为重点，兼顾其他老年人助餐需

求，尽快开设“老人家食堂”，为有需求的老年人

提供安全、方便、实惠的助餐服务，让惠老政策早

惠老、真惠老。要强化部门联动，按照职责分工，

通力合作，把各项工作、每个环节研究好、预判

好、落实好，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全力推动老年人

助餐政策落地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优化

老年人助餐服务工作流程，不断探索，总结经验，

持续完善，让“老人家食堂”走在全市前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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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布局区块链等新技术产业 为新区赢得竞争新优势
张玉卓主持 杨茂荣许红星出席

■ 要抓产业技术创新，将区块链作为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构建适合于区块
链产业发展的生态，为区块链产业和产业对接创
造最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要抓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区块链和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积极

探索“区块链+民生服务”的新模式，为实现新区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撑。

■ 要抓风险防范化解，在区块链开发过程
中，要建立容错机制，通过学习、了解、观察，确保
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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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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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摆在突出位置，按照党

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市委、区委要求，把学

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点内

容，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领会全会各

项决策部署，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的热潮，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

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

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深刻领会、牢牢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密结合起来，与全域文明城市创建和信

用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抓好各项重

点工作等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在新区的执行实施。要带头维护制

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狠抓各项制

度和治理体系的执行落实，把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和优越性学

深学透、讲深讲透，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

制度自信，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坚决维护制度，确保各项制度落地落实。

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记者昨日从大港油田

获悉，作为承担华北地区天然气“错峰填谷”任务

以及京津冀季节调峰主要气源的储气库群——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开启采气模式，打响天然气冬

供保卫战。预计今冬明春可向京津冀地区供应

天然气21亿立方米。

储气库有天然气“粮仓”之称，早在 2000

年，大港油田就率先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地下储

气库——大张坨储气库。目前，大港油田储气

库群包括大张坨、板808、板中北等9座储气库，

总库容76.8亿立方米，实际工作气量23亿立方

米，历经 19 个注采周期，已安全平稳运行近 20

年，累计注气284亿立方米，采气233亿立方米。

为确保京津冀地区顺利供气，大港油田天津

储气库分公司提前22天完成年度注气18.71亿

立方米的任务指标，同时在采气准备期，强化生

产装置检修维护，优化气井配产和动态监测，做

好物资调配管控，确保采气各项准备工作安全平

稳运行。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天津储气库分公司

已按上级调度指令日采气达1000万立方米。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开启采气模式

21亿立方米天然气
输向京津冀地区

新区电视问政类节目《现场问政》第

二期关注报道了北塘街欣雅苑等社区的

楼道堆物、小广告等问题。节目播出后，

北塘街抓紧行动，针对相关问题加快整

改，并将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北塘街欣雅苑

社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与物业公司

分组，对社区各楼栋内堆放的杂物进行

清整。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末在

家休息的居民比较多，他们挨家挨户给

居民做工作，“经过集中治理，楼道乱堆

乱放现象已明显改观。一个小时我们共

走访了近十户居民，大家比较支持我们

工作。一上午从三个楼门内清出各种废

弃杂物5车，物业、相关清运公司共派出

四十余人参加楼道杂物清整。”现场社区

工作人员介绍。

22个楼栋堆物基本清理完毕

欣雅苑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社区今后将举一反三，尽快建立完善相关

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员巡查作用，将

问题集中汇总，由居委会联合物业、执法

大队对堆物进行清理，清理前由社区面向

全体居民张贴温馨提示和告知单，安排工

作人员逐社区逐楼栋系统排查，对发现的

楼道堆物耐心劝导居民自行清理，对未清

理的堆物视为无主物，立即清理。

目前，欣雅苑共 22 个楼栋已经基

本清理完毕。清理中共出动执法人员

25人、执法车辆5辆、工人80余人，出动

垃圾清运车辆 14 辆，清理堆物垃圾 50

余车。 （下转第四版）

《现场问政》第二期播出后，曝光的问题引起街道高度重视，抓紧行动加快整改

北塘街迅速清理社区楼道堆物和小广告
■ 时报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追踪

区块链有望成为推动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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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海油天津LNG码头

迎来了浮式储存气化装置(FS-

RU)“希望”轮，它的到来为天津

地区今冬明春供暖用气提供了

“底气”,“希望”轮配备有三台气

化器，在提高天然气储存能力的

同 时 还 可 为 天 津 市 额 外 增 加

1400万方/日的外输能力，将满足

京津冀地区冬季供暖期居民的用

气需求。同时，来自澳大利亚的

“武德号”（红色）也靠泊天津

LNG 码头，为天津市带来 15.47

万方天然气（约6.94万吨）。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

“武德号”（图右上方）靠
泊天津LNG码头，为天津市带来
15.47万方天然气。

▲

浮式储存气化装置(FS-
RU)“希望”轮（图右下方）在LNG
码头进行作业。

◎滨海新区工业发达，有很雄厚的实体经济
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应用场景丰富。

◎区块链对于提升实体经济、服务滨海新区
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技术。

欣雅苑社区工作人员清理堆物

新区为精准扶贫注入人才能量

手拉手奔小康
精准扶贫助困

日前，记者从区委组织部了解到，从2010年
到2018年，新区共选派158人先后奔赴青海、甘
肃、西藏、新疆的贫困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加上今年新选派的139人，这些年来新区各界近
300名干部人才为加强新区与受援地之间的干部
人才交流、加快贫困地区脱贫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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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名人才先后
走进对口扶贫一线

“ ”

中海油天津
LNG码头多艘供
气船舶停靠

今冬明春供暖
京津冀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