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积极向好，新区抗“疫”明星企业

泰达洁净在保证国内市场需求的前提

下，稳步恢复口罩滤材出口业务，目前，

每周出口量在3吨左右。公司研发生产

的医用N95口罩也在进行欧盟CE认证，

为出口国际市场做积极准备。

全力以赴
集中资源为战“疫”提供支持

24日上午，记者在泰达洁净生产车

间看到，各条口罩滤材生产线正马力全

开，继续保供疫情防控物资。据泰达洁

净母公司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军介绍，截至3月23日，泰达洁

净累计生产口罩滤材 570.29 吨，可供生

产平面口罩4.40 亿只、N95 口罩 4572 万

只。此外，泰达洁净医用N95口罩生产

线的日产能也已经超过一万只，为战疫

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物资保障。

“现在口罩滤材日产量最高达到11

吨，平时比较稳定的产量约10吨，大概是

疫情发生前日产量的两倍。”据胡军介

绍，为了提升产能，公司做出了很多努

力，包括加班加点生产、技改老生产线、

开展劳动竞赛等。“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

效遏制，下一步，我们要继续配合国内抗

击疫情的需要，集中全部资源、全力以赴

生产保供。”据介绍，除了泰达洁净继续

保供口罩滤材和医用N95口罩外，泰达

股份旗下泰达环保公司每日处理本市各

发热门诊一半以上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

圾，在外地的十几家垃圾发电厂、焚烧厂

也在处理当地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

为抗击疫情做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3月份以来，泰达洁净先后收到

中央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指导组物资

保障组、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发来的感

谢信，对全体工作人员都具有巨大的鼓

舞作用，“说明我们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

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认可。”胡军

表示。 （下转第三版）

从抗疫保供到出口全球，从领先口罩行业到加大洁净材料各方面研发生产，后疫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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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日记”二维码 来自湖北抗疫前线的滨海新区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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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物流区助企业复工保流通正常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港保税区天津航空物流区坚

持“两战并重”，目前航空物流区运营企

业已全部复工，企业满产率达100%。 4 版

历经风雪，春暖花开。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商场、

文化场所、公园……车水马龙的场

景也渐次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春暖花开“熟悉”的生活回来了

记者走访战疫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3 月 23 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以“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新区部分公园、文化场所，

暗访检查恢复开放和疫情防控工作。

杨茂荣首先来到滨海文化中心，实

地检查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听取恢

复开放首日运营情况汇报。杨茂荣强

调，滨海文化中心作为新区的文化地标，

要在实事求是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用心用情为市民游客提供细致周到

的服务，让群众感到便利和满意，充分展

示新区开放、包容的良好形象。要始终

绷紧安全这根弦，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做好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滨海新区

图书馆，杨茂荣详细询问恢复开放后的

人流和图书借阅情况。他嘱咐相关负责

人，要在恢复运营的实践中摸索总结经

验，找准风险隐患，调整防控措施，做到

既防控到位又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要进一步提高标准，加强服务管理，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图书馆，把新区这张文化

名片擦得更亮。杨茂荣还来到部分超市

和餐饮店门前，与店员和经营者亲切交

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有序

恢复经营。

上周恢复开放的河滨公园、新港公

园，鲜花竞相绽放，处处春意盎然，不少

市民在游园赏景、锻炼身体。杨茂荣走

进公园，检查疫情防控和恢复开放工作

情况，并与正在踏青赏花的市民亲切交

谈，听取意见建议，了解群众需求。杨茂

荣强调，公园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重

要场所，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

基础上，加大开放力度，延长开放时间，

满足群众需求。要加强巡查教育引导，

提醒市民游客佩戴口罩，加强自我防护，

避免人员聚集，切实降低疫情扩散风险。

杨茂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清醒

头脑，绝不掉以轻心，在毫不放松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有序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战双胜”。 （下转第二版）

杨茂荣暗访检查新区部分公园、文化场所恢复开放和疫情防控工作

稳步有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奋力夺取“双战双胜”
■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绝不掉以轻心，在毫不放松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有序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胜”。

■ 要准确把握国内
外疫情防控形势的阶段
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
作重点和应对举措，把握
好从严与适度的关系，确
保既防范疫情风险又满
足群众需要。

■ 要在严
格落实防控指
南要求的前提
下，有序推动居
民服务业、文体
场所、公园等恢
复开放营业。

■ 要加快推动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
产复业，全面落实各项惠企
政策措施，切实帮助企业和
商户解难题、渡难关，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步入正
常轨道。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日前，天津经开区积

极组织区内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申报央行再

贷款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重大项目情况。目前，

已申报8个批次、55家企业，申报资金121.86亿

元,已获批贷款3.78亿元。

日前，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人民银行、审

计署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

知》，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供应，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文件要求，重点支持医

用物资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重要生活必需

品骨干企业，医用物资收储企业，承担防疫物资

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等7大类企业。

经开区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等11家

企业入选国家发改委第一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名录。金融机构可以向上述11家企业提供

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已经有泰达洁

净材料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获得央行再贷款专

项资金支持，已发放贷款总额合计3.78亿元，年

利率最低可达2.05%。

经开区四家疫情防控企业
获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薛添）3月23

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主任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主持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立根、郭志寅、张长海、左凤

伟、韩英、许红球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有关

室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决定，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于3月30日召开。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有：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滨海新区人大常委

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和监督计划；通过人事任

免事项。

区 三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召开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

许红星主持

时报讯（记者 王梓 张文弟）近日，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在线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该平台由中

国科协天津（滨海）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为园区打造。平台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走”招商

和企业服务模式，降低企业时间和人员成本，为

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平稳过度，在疫情过后

能够顺利开展实际业务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记者了解到，该平台可实现云共享、云指导、

云商务等功能。其中，伴随着“海归精英大讲堂”

日前上线开课，云共享功能从而实现。大讲堂作

为线上便捷服务平台，为“离岸”“离津”人才提供

知识共享、能力提升、项目展示、经验交流等课程

分享，为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信息、智力、

知识、政策支持，促进其创业成功。

为了给企业提供指导服务，平台还搭建了

“云端”服务大厅，主要功能包括远程复工服务、

政策咨询与远程申报、企业注册等。重点针对现

阶段比较集中的需求。 （下转第二版）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在线综合服务平台上线

记者日前从滨海建投集团了解

到，滨铁1号线（B1）的起始站点欣

嘉园东站已开始盾构机安装调试工

作，预计 4 月份将开始进行盾构工

程。建设方中铁十八局欣嘉园东站

项目经理李盼告诉记者，由于新区

地质条件复杂，此次投用的盾构机

是特为滨铁1号线定制的土压平衡

盾构机。

滨铁1号线（B1）线起自黄港欣

嘉园地区，终至保税区临港区域。

目前，滨铁1号线（B1）欣嘉园地区

的四座车站——欣嘉园站、欣嘉园

东站、欣嘉园西

站、欣嘉园北站

已全部实现主

体结构完工。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何沛霖

“保姆”服务战疫

“九办”模式让审批更“好办”
新区政务服务办疫情防控期间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效能 网办率达95%以上

■ 特殊时期审批服务不间断

■ 防疫相关项目“特事特办”

■ 力促项目加快落地开工

滨铁1号线（B1）
下月开启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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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滨海新区行政审批系统全面推行
“保安全、能办事，网上办、不见面”审批，通过实行网
上办、辅导办、预约办、一次办、邮递办、上门办、容缺

办、承诺办、马上办“九办”服务，确保正常运转，确保
问题解决，狠抓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全力支持企业经
营发展。

“敲门行动”
送上别样温暖

轻伤不下火线
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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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滨海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支队一线执法人员李汉斗

双战双赢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