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
议
强
调

■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把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体现在思想觉悟上，落实在坚决执行上，做到
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

■ 要聚焦创新发展，打开脑袋上的“津门”，发扬
二次创业的精神，加快观念创新、产业创新、模式
创新、方式创新，积极引育新动能，争当改革开放
创新的排头兵

■ 要强化责任担当，发扬斗争精神，敢担当善作为，本职工
作讲担当，创新发展讲担当，关键时刻敢担当，为担当者撑腰
鼓劲，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 要形成强大发展合力，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横向协同
配合，深入服务基层群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和结果导向，实现工作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全生命周
期，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高效益,推进滨海新区实现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

滨海新区 小雨 19℃~8℃ 风力：4~5级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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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尹娜）4月15日，区政协主席

韩远达带队深入核心片区学校，督查指导学校疫

情防控和初三高三开学复课准备工作，就确保广

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安全有序开学复课

进行调研。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焕香参加。

在塘沽一中初中部，韩远达听取了相关负责同

志作的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学校疫情防控、师资准备、

校门管控、学生就餐管理等开学复课准备情况，现场

观摩指导开学复课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对防控

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开学复课后可能出现的风

险隐患，现场提出对策建议。在塘沽二中，韩远达察

看了临时隔离观察室、学生教室等重点部位，与学校

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复课开学准备情况。

韩远达强调，开学复课是当前疫情防控的一

项重点工作，关系学生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

社会高度关注，丝毫不能马虎。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

央、市区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连茂

君的指示要求，以对人民、对学生、对家庭极端负

责的态度，按照“从严管理、过细工作，确保安全、

万无一失”的要求，稳妥有序、细致周密做好开学

复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开学复课安全顺利，让

广大家长放心、师生安心。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张姝）4月14日，滨海新区召

开2019年度区委区级机关工委所属机关党组织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部分机关党组

织书记口头述职。区委副书记、区委秘书长、区

委区级机关工委书记邓光华主持并逐一点评，对

区级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在听取机关党组织书记述职报告后，邓光华

对新区机关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

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级各机关党组织

的共同努力下，主题教育不断深入、组织体系不

断完善、培训力度不断加大、机关作风不断改进，

机关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疫情

防控期间，机关干部下沉社区接受组织考验，涌

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和优秀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邓光华强调，当前滨海新区发展正处于关

键时期，机关党建是基层建设的基石，对其他各

领域党建具有风向标作用，抓好机关党建对提

升党组织凝聚力，锻造一支过硬党员干部队伍

至关重要。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2019 年滨海新区有

效专利总量60792件、万人均发明专利33.2件、

企业共拥有有效专利57219件，完成184家企业

专利提升转型升级、注册商标总量79394件……

记者从新区知识产权局获悉，《2019年滨海新区

知识产权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日前完成

编制并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新区贯彻落实知识

产权战略，建设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区，建成中

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能力明显提高，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市

知识产权龙头地位逐步稳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显示，2019 年滨海新区有效专利总量

60792件，全市占比30.6%。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

范企业 34 家，市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340

家。万人均发明专利33.2件，较上一年增加2.2

件。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新区专利申请量为25415

件，其中企业专利申请量 22573 件，占全区的

88.8%。同时，新区企业共拥有的有效专利在全区

占比超过90%。根据报告，新区拥有有效专利的企

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机关团体达4854家。

去年，新区推进国家中小企业知识产权

战略推进工程试点城区建设，实施专利强企

工程和商标战略，开展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

业工作。 （下转第三版）

2019年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发展
报告发布

新区有效专利
总量超6万件

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准备
确保安全有序开学复课

韩远达督查调研学校疫情防控
和初三高三开学复课准备工作

新区召开区委区级机关工委所属机
关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推进机关党建
走在前作表率

邓光华主持

在滨海新区东南部，定位为“世界一

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和现代化国际性多功

能特色港区”的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

正在奏响“春之曲”。

4月5日，总计投资达到185亿元的

中石化天津LNG项目，其二期扩建工程

接收站罐区桩基施工正式启动，由此拉

开了该项目二期扩建工程施工的序幕。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达到 1000 万吨/年

LNG周转能力，将进一步缓解当前京津

冀鲁等地区天然气供应压力，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和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工程提

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同期，另一个南港工业区的重磅消

息传来，投资总额为201.3亿元的北京燃

气天津南港 LNG 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核

准建设，这一被列为国家督办工程的项

目，将成为国家天然气保障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

石化产业加速聚集

2009 年，天津经开区启动南港工业

区开发建设。 （下转第三版）

截至目前，南港工业区累计签约的项目达92个，总投资超过2400亿元，其中，
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3个，投资超百亿的超大型项目有8个。中石化LNG、
壳牌润滑油、路路达润滑油、杰士电池、优美科催化剂等26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总
投资约428亿元；中沙新材料园、渤化生产基地、BP润滑油、亨斯迈聚氨酯、诺力昂
过氧化物、金刚化工汽车漆等18个项目正在建设，总投资约986亿元。

多个百亿级超大项目按下快进键

南港工业区奏响“春之曲”
■ 时报记者 张文弟 报道

城市“血管”
将更畅通

扫码看视频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4月15日，区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防控领导小组和指

挥部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防控

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精神，研究新区疫

情防控工作。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

记连茂君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

达，区委副书记、区委秘书长邓光华出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双战

双赢”。思想要更重视，按照常态化防控

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如履

薄冰、警钟长鸣，做好打持久战、常态战的

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防控要更严格，在

夯实原有措施的基础上，根据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问题，有针对性

地调整完善防控策略，持续巩固防控成

果。复工复产要更加力，充分发挥“一企

三人两员”工作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好各

项暖企惠企政策，强化银企对接，做好线

上招聘和用工撮合，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

资、用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措施要更有效，加强形势研判，

举一反三查找存在的问题隐患，及时主动

调整应对，按照最坏处进行预案部署，往

最好处努力，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规定》和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党委

（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

定》的会议精神，审议《区委领导班子

2020 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两个清单”》，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

当好主角，党委（党组）书记要带头履行好

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落实

“一岗双责”，履行分管领域、分管部门党

建工作的重要责任。 （下转第二版）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召开

坚持政治站位 聚焦创新发展 强化责任担当 形成强大合力
连茂君主持 杨茂荣许红星韩远达邓光华出席

▲亨斯迈聚氨酯项目厂房 记者 贾成龙 摄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4月15日，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国家安全委

员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和

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关

于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2019年工作情况

汇报，审议《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主持，

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区委副

书记、区委秘书长邓光华出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国

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拧紧拧实国家

安全责任链条，坚决贯彻中央国安委主

席负责制，自觉服从中央和市委国安委

领导，确保政令畅通、步调一致，推动维

护国家安全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要坚持底线思维，抓早抓小抓苗头，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决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确保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持续稳定。要突出工作重点，把维护政

治安全放在首位，全力维护经济安全、文

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等各领域

安全，为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

壁做出新区贡献。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构筑维护国家安全铜墙铁壁做出新区贡献
连茂君主持 杨茂荣许红星韩远达邓光华出席

经开区多个排水管网
改造工程有望今年投用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何沛霖

昨日，记者从滨海建投集团下属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了解到，其负责建

设的经开区多个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已

逐渐进入后半程施工阶段，今年有望

全部竣工。位于新区沿新港四号路及

海滨大道布线的东海路排水管网改造

工程，现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份

进行竣工验收。而第五大街的泵站第

二出水管线工程正在进行方涵主体结

构施工，预计6月份竣工验收。将来，

这些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后，将进一步提升经

开区排水能力，改善

市民生活出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