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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法”，抓住了“办不办、怎么办”这个问题

的要害。“办不办”是态度，“怎么办”是

担当。这个郑重承诺，亮出了滨海新区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鲜明导向，体现

了新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各级政府服

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的一次大考。为

支持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新区成

立了240多支“一企三人两员”的疫情防

控和政策宣讲驻企队伍，实现了1100余

家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2400多名干

部下沉到全区“四上”企业，提供“专家+

管家”式服务，免费定制直通车异地“点

对点”接返员工，开通中韩“快捷通道”

为三星公司韩方员工顺利返岗复工提

供保障……周到细致的服务，得到了企

业发自内心的赞扬，一封封感谢信，就

是对新区良好营商环境最大的认可和

褒奖。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

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新区牢固树

立和践行“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

念，深入落实《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推出并

实施“滨海50条”，努力为市场主体在准

入、生产经营等环节营造良好的政务、

市场、法治和人文环境。特别是全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提升了新区营商环

境的法治化水平。从全面招商引资，

到逐步腾笼换鸟，从鼓励大众创业，到

引导万众创新，伴随着新区的发展步

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红利”

日益显现。

当前，新区高质量发展正处在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最“较劲”的阶段。产业

创新、转型升级，需要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经济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

革，也需要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无论是

走出疫情影响带来的经济下行困扰，还

是在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中开出新局

面，都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提升和优化。

企业和群众困难越多，越需要大

力强化服务基层的意识。推动“党建+

服务基层”，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

的作用，使“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

关系营商环境”“不为不办找理由，只

为办好想办法”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

自觉行动，加快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

融合、宜居宜业的美丽新城，以“二次

创业”的奋斗精神推动新区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只攻不守”、永

远在路上。在滨海热土上涌动的这股

热潮，浸润着这片改革开放高地的每个

角落，定会春风化雨、蔚然成风。

全面优化新区服务环境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系列快评之四

■ 海声

滨海观澜

停车乱收费 仍屡禁不止

4 版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10日从天津市

规划资源局获悉，市规划资源局日前印发《天津

市陆生野生动物禁猎期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重新划定本市陆生野生动物禁猎期，进一

步严厉打击乱捕滥猎陆生野生动物违法行为，有

效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资源。《通告》显示，自2020

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9日，全市行政区域范

围内禁猎。

按照之前规定，本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范

围内的自然保护区、重点林区和景区、重要湿地

及重点防护林带为禁猎区，全年禁猎；禁猎区以

外的区域，每年 3 月至 5 月、9 月至 11 月为禁猎

期，禁猎期全市禁猎。 （下转第三版）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资源
本市实行全域全年禁猎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6月10日，区三届人

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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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夏青林，区人民法院院

长张长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振兴，区监察

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精神。会议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在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之年，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领学、带学、促学

作用，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的热潮，以实际行动体

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下转第三版）

区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

许红星主持

智慧联动协同平台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走进位于经开区于家堡宝信大厦5

楼的泰达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巨幅

显示屏上一副囊括整个经开区的城市三

维立体图跃然眼前，实时更新的各项统

计数据令人啧啧称奇。

“这是我们今年建设的经开区企业疫

情防控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截至6月8

日，网格摸排经营主体15948家，职工总

数 410267 人，在岗职工外地返津总数

121051人，比昨天新增人数0。”泰达智

慧城市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松指着大屏

幕上的数据告诉记者，这是经开区在疫情

防控期间重点打造的信息平台，疫情发生

后，经开区上千位网格员在一线摸排回来

的企业疫情防控一手数据，都收录在这个

信息平台中，如果再遇到突发公共事件，

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将大大提升。

这只是泰达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诸

多大数据平台中的一个。经过前期建设，

经开区已初步形成“新基建”的基本框架，

未来将在此基础上整合IOC大数据平台、

城市云平台、时空信息平台、城市物联网平

台、人口通用平台，形成资源融合共享、

平台联动协同的优势。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月10日，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和指挥部会议、区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和指挥部会议精神，研究新区贯彻落实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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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达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

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人

民领袖坚定的人民立场、真挚的为民情

怀，为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维护人

民生命健康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

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健全完善公共

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

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抓疫情防控，

强化源头管控，狠抓关键环节，毫不放松

继续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

要全力以赴抓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提升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建

立“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救治机

制，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尽

快补齐公共卫生事业短板。要积极争取、

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抢抓项目建

设黄金期、关键期，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民

生项目建设，全力推进在建项目尽快建成

见效。要统筹抓文明城市创建和爱国卫

生运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全区总动员，

形成整体推进合力，掀起创建新热潮，坚

决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坚战。

会议研究审议滨海新区加强民法典

学习宣传实施的工作方案，强调要学习

宣传到位，将《民法典》列入各级理论中

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要带头做学习、遵守、维护的表率，切实

增强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严格依法行

政。加大社会面宣传力度，积极推动宣

传进社区、进单位、进企业，养成自觉守

法的意识。要有效实施到位，坚持法治

理念，强化法治思维，打造高水平法治政

府，确保《民法典》在新区得到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强调要进一步

突出党的领导，着力强化政治建设，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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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打造新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智”推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 时报记者 张文弟 报道

作为滨海新区2020年首批开

工建设的“新基建”项目之一，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智慧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备受关注。9日，

记者走进项目现场了解进展情况，

感受新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产业转型升

级激发出的新动能。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6

月 10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103次常务会议。区政府常

务会议成员出席，各开发区

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和各

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传达了市纪委关于

5起扶贫助困领域腐败和作

风典型问题的通报。会议强

调，市纪委对扶贫助困领域

5 起案例的查处，充分彰显

了市委惩治扶贫助困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的鲜明态度和

坚定决心。要切实引起足够

重视，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

戒、引以为鉴，以坚定的决心

和持久的韧劲，把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

巩固脱贫成果，保持现有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

摘监管，扶上马送一程，切实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要严

防扶贫助困领域各类问题发

生，结合通报案例，对标对表

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全面开展“回头看”，加强监

督考核，形成对帮扶干部、对资金项目的全方位、

全链条监管，做到考核到位、监管有力，推动政策

执行到位、联系点帮扶到位、资金扶持到位、困难

解决到位、任务落实到位，确保问题不反弹。

会议通报了2019年度河（湖）长制市级考核

情况。会议要求，各级河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深

刻认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重要意义，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落实河

（湖）长制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的实际检验，以对新区发展、对子孙后代

高度负责的精神，扎实做好河湖治理各项工作，

努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河湖生态新格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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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区河道集中清理整

顿专项行动启动。区公安局、区

农委、区水务局、区环境局等部

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集中对海

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等河道

内的非法渔具、非法捕鱼船只进

行了清理。

据了解，为严厉打击破坏河

道水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切实

做好海河流域禁渔工作，区河

（湖）长办决定在 5 月 16 日至 7

月31日禁渔期内，对海河、潮白

新河、蓟运河、独流减河等河道

非法捕鱼船只、非法渔具（拦河

网、地笼等）、卖鱼摊位等开展专

项整顿行动，其中6月10日至6

月12日为集中清理阶段。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集 中 清 理 河 道
保护水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