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团区委、区少工委等组织开

展的2020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彩假日”

红领巾冬令营顺利举行，给寒冷的冬日带

来别样温暖。此次冬令营的营员来自各

街镇推荐的困难家庭少先队员代表，通过

全区少先队员“收旧利废”公益捐款资助

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各项活动。

活动以志愿帮扶为核心，以科技创

新为主线，带领少先队员了解新区发

展，感受新区科技创新的底蕴。第一

站，队员们参观了滨海新区科技馆，感

受科技魅力，培养科学探索思维；第二站

来到于家堡环球汽车文化公园，参观老

爷车博物馆，体验拓画制作；第三站来到

中新天津生态城安全体验馆，在场景模

拟、游戏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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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多云 5℃~-4℃ 风力：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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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宜居之城的民生愿景
——“瞄准高质量 打造新引擎”系列评论之五

■ 时报评论员

刚刚结束的新区“两会”，民计民

生是主旋律，特别是区三届人大六次

会议票决通过的 2020 年民心工程，体

现了民心所愿、百姓关切。建设繁荣

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既是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目标，更是民生福祉

的未来愿景。

民生改善、福祉增进，是对新区

2019年民生答卷的精准诠释。2019年，

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圆

满完成20项民心工程，用心解决“一老

一小”问题；“暖气热不热、把温暖送到

家”专项行动惠及千家万户；新增就业

12.5万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坚行动

成效显著；PM2.5 年均浓度 50 微克/立

方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81%；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预计达到7%。实

现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区的

民生保障有着充足的底气。

高标准打造宜居之城，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是新区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建设

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是市委、市政府立足超大城市发展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新区优

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我们要抓牢用好机遇，坚持

民生优先、民生为本，不断提高城市宜

居度，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舒心、更安

心、更美好。

建设宜居之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为新区人民谋幸福。抓住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全面推进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不断提高公共

服务均等化、便利化水平。新区的民生

现状，既有提升品质优化发展的要求，

也有保障基本和不断改善的需求，补足

社会事业短板，仍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区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0

年民心工程，体现了对弱势群体、妇女

儿童的关怀，对普通百姓衣食住行、教

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的关心，以及

对群众职工生活、生产安全方面的关

注。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年，新区的小康路上，一个家庭不能少，

一个人不能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永恒课题、

终身课题。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根筑牢、与时俱进。既高标准、高

品质抓好质量民生，又统筹抓好底线民

生、基本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区人民。

实现新区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朝

着更加宜居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进发，我

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时报讯（记者 张姝）记者从昨日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政协宣布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会议将于

1月12日至16日召开。 （下转第二版）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1月12日至16日召开

时报讯（记者 哈迪 张广艳）1月6日晚，新

区“两会”召开之际，《现场问政》节目走出演播

室，来到“两会”现场向群众汇报，“两会”代表和

委员“坐镇”观众席参与节目录制。

本期节目聚焦“东沽农贸市场没有公厕群众

如厕难”和“东沽部分小区消防栓没水”的问题。

现场对大沽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卢盈，

滨海新区城管委环境卫生管理室主任姚宗刚，天

津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翟国强，滨海消

防救援支队防火处处长江颖、

滨海新区住建委物业管理室主

任曹玉兰和天津海河下游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俊等嘉宾

问政。 （下转第二版）

《现场问政》
走进“两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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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召开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

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

主席韩远达出席。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要以党的先进理论成果滋养初心，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等党的先进理论成果，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永葆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本色，打牢夯实“两个维

护”的思想根基。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践行使命，将主题教育激发出来

的干劲转化为党员干部真抓实干的自觉

行动、转化为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只争

朝夕，奋勇争先，坚定不移推动新区高质

量发展。要以自我革命精神破解管党治

党难题，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

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

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

保持“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

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的态度，把

整改工作一抓到底、抓出实效。要以久

久为功的韧劲推动主题教育常态化，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新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把“当下改”与“长久

立”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管根本、利

长远、重实效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

主题教育成果，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机制，让初心和使命在

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处铸牢、在思想深

处扎根。 （下转第二版）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张玉卓主持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时报讯（记者 徐晶
晶）昨日，滨海新区召开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总结2019年双拥工

作情况，研究审议《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

则》和《双拥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工作职责》。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

书记张玉卓主持，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

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

席，区委常委、区军事部

政委车兴东作说明。

张玉卓强调，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

巩固发展好新区拥军工

作的大好局面，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好

新时代拥军工作。要全

力支持部队建设，把支

持地方部队建设作为重

要政治责任，落实各项

拥军优抚安置政策，解

决好部队官兵的后路、

后院、后代问题，真正架

好“连心桥”、当好“保障

部”、办好“暖心事”，让

驻区部队在双拥共建中

切实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要持续推动军

民融合，按照“一体规划、协同实施、共享共用”的

理念，推动交通、信息、储备、市政等军地重大基

础设施在规划、建设、使用等关键环节深度融合。

区领导贾堤、张弢、孙建华、邓光华、赵金存、

费巍、马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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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出通

知，公布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滨海新区

中塘镇刘塘庄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近年来，中塘镇刘塘庄村把优化乡村治理作

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政治、法

治、德治、自治、贤治”等融合治理新模式，不断夯

实基层基础，强化基层治理，确保治理的协调性、

持续性和有效性，让乡风更美、民风更纯、社会更

安。同时，不断完善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使居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转第二版）

中塘镇刘塘庄村入选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在新区主体责任检查考核暨政治生态建设考核
评价反馈意见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若干规定》研究
审议《落实2019年度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考核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分工》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1 月 9 日，天

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天津自贸

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

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天津自贸试

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茂荣介绍天津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体制机制创新情况。

市商务局局长、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副主任张爱国介绍《中国（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意义及亮

点，滨海新区副区长、天津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专职副主任张忠东发布《进一步深

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

方案》可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市政

府新闻办相关负责人主持发布会。

杨茂荣说，天津自贸试验区作为我

国北方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设立近 5 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

求，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为国家试

制度、为区域谋发展中探索新路径，创造

新经验。截至目前，128项深改任务完成

123项，形成55项全国性创新成果，27项

创新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在全国复制推

广，自由贸易账户政策落地实施，推出

100条天津首创、天津特色的创新举措，

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

（下转第二版）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天津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

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杨茂荣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去年年底出炉

48条改革创新措施全国首创
天津自贸试验区43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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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市民
“生命线”的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