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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条道路的铺展、延伸、交错，到一片片新城区的形成、一座座新地标的
崛起，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加快建设，滨海新区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
令人赞叹。滨海新区的十年发展历程，凸显着一条清晰的滨海道路，这就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和“魂”，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和市委、市政府“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的各项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现新时代新作
为。十年来，滨海新区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深化改革之路、开放创新
之路、协同发展之路、生态宜居之路、文明幸福之路和社会治理之路，成为今天滨海
新区瞄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打造北方经济新引擎的基础。

即日起，本报陆续刊发“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之路——庆祝滨海新区成立
行政区10周年”系列报道，今日刊发第一篇“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

■ 时报记者 牛婧文 陈西艳

“滨海新区有很多配合型企业可以

支持项目在产业中迅速成长。比如，无

人机行业相关的数据链企业、配套生产

企业等。这里不仅各类产业政策齐全，

同时又距离北京较近，有着很好的区位

优势。”去年10月份，来自北京的军研科

工智能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落户滨

海新区时，董事长卯立远曾这样解释他

的考量。

2019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五周年。以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为目标，截至去年年底，新区共引进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项目468个，协议投

资额达到2711亿元，实现历史新高。金

山云逸仙园云计算数据中心、中远海运

总部、今日头条总部等有代表性的重点项

目纷纷落户新区。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这个牛鼻子，滨海新区开创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新局面。

在协同发展中抓准定位

“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是滨海新

区的重要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随着高

质量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滨海新区努力

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中

发挥更重要的引擎作用。（下转第二版）

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 在服务协同创新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新区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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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姝）记者从日前天津市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天津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1月14日开幕，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下转第二版）

市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1月14日开幕

作为区委、区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连心桥”，解决群众各类诉求的“快车道”，

检验各职能部门执政为民的“试金石”，滨海

热线66898890于2019年11月8日开通运行。

滨海热线是由区人民政府建设，归属区

网格化管理中心管理的区域服务热线，执行

全天候、人性化的综合性服务。主要涉及：

居民服务、企业服务、政策咨询、各类投诉举

报受理和事件处置工作。以滨海热线平台

为基础，整合新区各职能部门和具有公共服

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服务热线，为社会公众

提供非紧急类政府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

66898890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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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
晶晶）昨日，滨海新区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市委常委、滨海

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

市委主题教育第一巡

回指导组组长么俊东

出席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主

持，区政协主席韩远

达出席。会议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在各街镇设分会场。

张玉卓在讲话中

指出，按照中央决策部

署，根据市委统一安

排，从去年 6 月初开

始，新区331个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2608 名

处级以上干部、7624

个基层党组织、11.9万

名党员，分两批参加了

主题教育，目前已经基

本结束。区委切实承

担起了新区开展主题

教育的主体责任，按照

市委巡回指导组的指

导意见，强化组织推

动，确保主题教育从严

从紧；聚焦主题主线，

确保主题教育扎实务

实；突出融合问效，确

保主题教育不虚不空，

使主题教育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通过主题

教育，使新区广大党员

干部深刻认识到必须

提升政治站位、必须突

出“关键少数”、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必须注重

融合推进，真正把教育

成果转化推进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扎实行动。

张玉卓强调，要

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和根本，持之以恒推

进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通过不断强

化学习自觉、突出学

习内容、增强学习实

效，让理论知识可亲

可感、更有温度。要

始终正视问题、刀刃向内，持之以恒以自我革命

的精神铸魂补钙、强筋壮骨。按照中央和市委决

策部署，新区开展了10项专项整治，必须保持定

力和韧劲，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

不放手，真正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要始终以斗争精

神展现担当作为，持之以恒推动党员干部转作

风、实作为，强化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始终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树牢群众

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坚持“线上

线下”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评判、欢迎群众监

督，对群众诉求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用真心换得

群众真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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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晚，滨海新区2020年春

节军民联欢会盛大启幕，带着欢庆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激情和滨海新区

行政区建立10周年的豪迈，向全区人

民送上节日的祝福。演出既为新区文

艺骨干打造了展示平台，也邀请了部

分专业团队和演员助阵，让新区居民

能够享受多元文化体验。演出由喜庆

热闹的开场歌舞《美丽中国年》拉开序

幕，“滨海杯”天津市青年新歌手大赛

的获奖选手们用《阳光路上》《红旗飘

飘》《和祖国在一起》等爱国歌曲联唱

将喜庆的氛围推向新的高潮。原创节

目音乐快板《时代先锋》，以及由帮扶

黄南州脱贫攻坚战中的真实事迹改编

的情景剧《情系黄南》，展现了时代楷

模和身边榜样的风采。80 后音乐人

白阳、评剧小戏苗等也接连亮相，展现

了新区文化发展成果。

文/记者 范炳菲 图/记者 贾成龙

放歌新时代
礼赞新征程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 杜红梅）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1 月 10 日在北京召

开。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19年度我

市共有17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其中自然科学奖2项，包括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15项，包括特等

奖2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12项。其中，

坐落于滨海新区的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天航局”）作为主要

完成单位参与的“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

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获评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俗称“绞吸

挖泥船”，是实施疏浚航道、吹填成陆、

港口建设等工程的特种工程船，能挖掘

海底各类岩土并同步远距离输送，像手

术刀般对海底地貌进行精雕细刻，同时

将切削下来的材料输送到远处进行二

次利用，具备在恶劣海洋环境中抗风

浪、高强度、高精度、高效率连续作业的

能力。

（下转第二版）

天津市17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新区单位参与项目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

滨海新区举行2020年春节军民联欢会
张玉卓许红星韩远达等党政军领导同志与各界群众欢聚一堂共贺新春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昨日记者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悉，2019年12月

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出口加工区

整合优化为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国函

[2019]150号），为天津市及滨海新区推进

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增添了新的重

要发展平台。

综合保税区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保税物流园区等功能于一体，是我国目

前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

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泰达综合保税

区区域范围东至东海路、南至海通路、西

至泰丰路、北至东海路，规划面积1.06平

方公里，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将重点发

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

务。当前，经开区管委会正按照海关总署

的相关要求，加快推进泰达综合保税区软

硬件设施的升级改造， （下转第二版）

国务院批复设立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
规划面积1.06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务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

区2020年春节军民联欢会在滨海文化中

心举行。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张玉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

协主席韩远达，区委常委、区军事部政委

车兴东，区军事部部长冯长军等党政军领

导同志与军民代表欢聚一堂，共贺新春。

整台晚会主题鲜明、基调昂扬，分为

“美丽中国年”“点赞新时代”“滨海再出

发”三个篇章，大力抒发了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高

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

壮志豪情。来自全区的文艺工作者、群

众文化队伍和部队战士共同登台，一起

献上了一台催人奋进、精彩不断的文艺

演出。

在喜庆欢快的歌舞《美丽中国年》

中，晚会拉开帷幕。歌曲联唱《阳光路

上》《红旗飘飘》《和祖国在一起》《再一次

出发》《美丽中国走起来》，抒发了新区人

民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音乐快板《时

代先锋》展示了新时代新区奋斗者、追梦

人勇于担当、勇敢拼搏、勇立潮头的时代

风采。歌伴舞《哪吒》反映了新区文创产

业蓬勃发展的新成果。芭蕾舞《红色娘

子军》生动描绘了一幅中国妇女坚强不

屈革命精神的壮美图卷。相声表演艺术

家魏文亮、刘晰宇表演的相声《戏剧漫

谈》在诙谐幽默的气氛中，用欢笑串起了

全场的热情。京津冀三地优秀广场舞代

表队表演的广场舞《炫彩京津冀》，将地

方传统民间艺术与广场舞巧妙结合，呈

现新时代广场舞的新风尚。情景剧《情

系黄南》表现了新区援青干部带着使命、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融入黄南、心系黄

南、服务黄南的无私奉献。少儿评剧《红

梅赞》展示了传统戏曲在新区的蓬勃发

展。杂技《肩上芭蕾》将杂技技巧与芭蕾

舞完美结合，令观众目不暇接、掌声连

连。紫云中学新疆内地高中班的同学们

表演的京剧《走向辉煌》展现出京剧艺术

的独特魅力。舞蹈《美丽家园》抒发了新

区人民对家乡的无比深情。诗朗诵《寄

语未来》表达了广大群众心怀梦想、奋力

追梦的不懈追求。合唱《在灿烂的阳光

下》抒发了全区人民对党的热爱，表达了

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晚会在激昂奋

进的歌舞《一天一个样》中圆满落幕。

联欢会前，张玉卓等区领导还为第

三届“滨海国防新闻人物”称号奖得者

颁奖。

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

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区人民法院院长、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开发区负责同志

和干部代表；区属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

区委、区政府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负责

同志和干部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驻区部队

军政主官和官兵代表；各战线先进模范

代表；纪检监察系统以及各界群众、文化

志愿者、师生代表等约900人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