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序复工战疫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记者从

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在对全

区44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就场馆防疫情况、人员情况、工作计划等

进行了复工开馆条件摸底后，区文化和

旅游局计划分批次、分服务功能、分服务

区域、限流恢复开放各文化场馆。3月23

日起恢复开放滨海文化中心（含文化长

廊、滨海新区图书馆、滨海新区美术馆）、

中新友好图书馆、滨海新区文化馆、滨海

新区博物馆。

恢复开放的各个场馆制定了详细的

开放流程，就开放区域、服务时间、同时

在馆人数等方面做出规定，严格执行定

时消毒工作，对高风险接触区域加大消

毒频次，加强工作人员健康管理，以便为

市民打造安全的文化环境。与此同时，

各场馆也要求到馆市民遵守场馆要求，

佩戴口罩、体温检测正常、“健康码”为绿

码，同时扫描“津门战疫”二维码及登记

方可入馆。曾有国内重点疫情地区、国

外旅居史且隔离时间未满14天的人员，

谢绝入馆。

恢复开放的滨海文化中心每日9:30-

17:30可进入。疫情防控期间，滨海文化

中心实行客流总量管控，进馆人员需要

在“文化随行”APP、微信公众号、网站进

行预约。 （下转第二版）

新区文化场馆今起有序恢复开放
分批次、分服务功能、分服务区域、限人数

■ 滨海文化中心 每日9:30—17:30可
进入。实行客流总量管控，进馆人员需
要在“文化随行”APP、微信公众号、网
站进行预约
■ 滨海新区图书馆中心馆区 周一
14:00-17:00、周二至周日9:30-17:00
开放。在馆读者人数上限为200人
■ 滨海新区美术馆 周二至周日 9:30-
17:00

■ 中新友好图书馆 周一14:00-17:00；
周二至周日9:00-12:00、14:00-17:00。
在馆读者人数上限为200人
■ 滨海新区文化馆（含塘沽、汉沽、

大 港馆区）周一至周日9：00-12：00、
14:00-17:00。各馆区同时在馆人数不
超过20人
■ 滨海新区博物馆 开放时间暂定为周
一至周五9:30-15:30（15:15停止入馆）

3月23日起恢复开放滨海文化中心（含文化长廊、滨海新区图书馆、滨海
新区美术馆）、中新友好图书馆、滨海新区文化馆、滨海新区博物馆

3月28日，泰达第一体育场、泰达第二体育场将重

新开放。昨日，记者在泰达第二体育场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对场地进行清洁和消杀工作。“为了迎接场所开

放，尤其是在卫生和消毒方面，提前做好了准备，为大

家提供卫生、干净的运动健身场所。”泰达第二体育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清洁人员分成了三组，每一组攻

克一个区域，使用专业的设备对运动器材进行清洁和

消毒。同时，体育场开放后，还会根据器材使用频率、

密度等实际，重点做好锻炼者手部接触器材部位的定

时消毒消杀。 文/记者 许卉 图/记者 贾成龙

周末放心动起来周末放心动起来

恩施当地医疗团队令人敬佩！
滨海医生即将告别恩施，他们有话说……

“战地日记”二维码

“恩施来电”二维码

来自湖北抗疫前线的滨海新区医护人员

（之三十九）

（之五十二）

滨海新区 晴 18℃~8℃ 风力：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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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3 月 21 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带队赴中

石化天津分公司调研，深入了解企业需

求，现场办公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推动

大项目加快建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红星出席。

杨茂荣首先感谢中石化天津分公

司一直以来为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企业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施工

进度，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力争早

日投产达效。杨茂荣指出，越是在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越要保持清醒头脑，以

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严格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好安全工

作的每一道防线，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

故发生。

杨茂荣强调，新区各单位、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坚

决落实“双战双胜”要求，统筹做好推进

疫情防控和重大项目建设，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

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和服务，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步伐，为新区经济发展

增添强劲动力。要与企业加强沟通，互

相支持，充分调动好双方积极性，共同

推动项目建设，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要按照南港工业区规划，坚持高点定

位，落实环保举措，多谋划一些高端的

新材料项目落户，共同打造世界级现代

化新材料基地。

许红星指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了解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需求，主动

担当作为，全力做好服务。企业在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动稳产达产的同时，

要坚决做到居安思危，始终绷紧安全这

根弦，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的原则，做到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要突出重点抓排查整治，聚焦企业生产

经营、改造提升等重点环节，持续开展

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

角、不留隐患。

副区长夏青林，区政府党组成员、

办公室主任蒋凤刚参加。

杨茂荣带队赴中石化天津分公司调研

全力以赴全心服务 推动大项目加快建设
许红星出席

■ 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为企
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和服务，加快重点项目
建设步伐，为新区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 要与企业加强沟
通，互相支持，充分调动好
双方积极性，共同推动项目
建设，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 要按照南港工业区规划，坚
持高点定位，落实环保举措，多谋划
一些高端的新材料项目落户，共同
打造世界级现代化新材料基地。

新区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坚决落实
“双战双胜”要求，统筹做好推进疫情防控和重大项目建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从新区市场

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新区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

动登记便利化，提供全程“保姆式”登记服务，并

对防控物资企业实行特事特办，开辟绿色服务通

道，为各类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提供便利化登记注

册服务。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29日全区（含自

贸 区）实 有 市 场 主 体 252206 户 ，同 比 增 长

14.36%。新区大力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今年

1-2月新区通过全程电子化设立登记市场主体

达到14085户，网络登记率97.59%。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新区相继推出多项

强有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举措，推动企业科学有

序复工复产。同时，对防控物资企业特事特办，

实行提前介入、全程服务、“特事特办”、“马上就

办”，提供保姆式登记服务。

随着各项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市场

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据统计，截至2月29日，

全区（含自贸区）实有市场主体252206户，同比

增长14.36%。 （下转第二版）

前两月新区全程电子化
设立登记市场主体14085户

据新华社电 记者22日从天津市防控指挥

部获悉，取得天津“健康码”绿码的京冀来津人

员，体温检测正常后，可作为在天津市各交通卡

口、居住小区、工厂厂区以及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的通行凭证，在全市范围“一码通行”，享受天

津市民同等待遇，不再执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或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措施。

《关于天津市推进认可京冀“健康码”信息工

作的通知》指出，为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促

进京津冀人员有序流动，便利复工复产，天津市

先行实施对京冀“健康码”信息的认可，推动建立

三地“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通知明确，京冀

来津人员通过“津心办”APP、“津心办”支付宝

小程序、“津心办”微信小程序申领天津“健康

码”，享受同城待遇，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通过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数据共享，实

现京津冀“健康码”信息互认，生成天津“健康

码”，凭码出行。 （下转第三版）

京冀人员持天津“健康码”绿码
可在全市范围“一码通行”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22日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

平衡，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稳健的货

币政策会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根据疫情发展把握

好政策出台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陈雨露在当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19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9%，其拉动因素主要是结构性

的，因猪肉等部分食品供给不足导致。随着一系

列保供稳价政策陆续出台，积极进行预期引导，

2019 年通胀预期是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没有

发散。

在陈雨露看来，2020年1、2月份CPI上涨既

有结构性因素的拉动，又叠加受到疫情对供给的

影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民经

济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生产会逐渐跟上来，商品

供给正逐步改善。物价整体形势将会逐渐趋于

缓和，在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预计会出现逐季

下降的态势。“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

基础。” （下转第二版）

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胀
或者长期通缩的基础

央行：

3 版

中环半导体实现逆势增长
疫情期间，高新区企业中环半导体一季度预计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7.8%，经营利润同比

增长44.2%。 4 版

近日，记者走访新区公园、社区发现，“健康码”的推广应

用，不仅让市民出行多了一道保

障，而且尝到了用“码”的甜头。

健康随行 市民用“码”尝甜头

2版

区公安局“服务动车靠前号”服务复工复产企业

“一二三”组合拳助力企业快速“重启”
■“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管控

■“二环相扣”精准检查督导

■“三个到位”精准提升成效

3月20日下午，新区公安局多个部门组成的“服务动车

靠前号”与新区14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的

难题。新区公安局在坚守“疫”线的同时，围绕“一二三”工

作法服务企业，全心全意为新区“双战双赢”保驾护航。

企业发展战疫

泰达第一、第二体育场28日恢复开放 清洁清洁++消消毒毒

疫“码”当先战疫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自3月24日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00-16:30

泰达第二体育场全貌泰达第二体育场全貌

工作人员对体育场进行消毒工作人员对体育场进行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