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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 月

25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

记连茂君不打招呼，到新区部分

文旅景区暗访检查假期疫情防控

和景区旅游消费工作。

连茂君先后来到天津海昌极

地海洋世界和东疆湾沙滩景区，

详细询问景区节日期间客流量和

相关应急管理举措，实地察看测

温、扫码、亮码等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并向坚守岗位的工作人

员表示问候，强调要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压实属地责任，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做

好景点客流管控，引导游客做好

个人防护，强化员工 8 小时之外

行为管控，确保万无一失，努力为

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休

闲环境。

连茂君强调，新区旅游资源

丰富、要素齐全，要加强顶层设

计，加大龙头项目引入力度，加强

旅游资源整合，强化景区联动，避

免同质化竞争，努力形成整体效

应，做好文旅产业大文章。突出

海洋文化，丰富文化旅游产品，拓

展旅游功能，彻底解决靠海不亲

海的问题，为游客提供优质海滨

旅游目的地。将旅游与促需紧密

结合，提早谋划，统一策划，为游

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融合

的深度体验。

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马波参加。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6月25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采取“四不两直”

方式，深入滨海新区南部片区暗访河长

制落实情况，现场办公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研究推进河道治理和河水达标排放

举措。副区长郎东，区政府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蒋凤刚参加。

正值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垂钓爱好

者们早早来到十米河岸边垂钓，享受假

期的休闲时光。杨茂荣来到岸边仔细察

看水质，与垂钓爱好者亲切交谈，并详细

听取情况汇报，了解河道管理情况。杨

茂荣指出，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落实好河长制，做好河岸绿化、河

道漂浮物打捞、水质提升工作，实施精细

化管理，打造良好水生态环境。随后，杨

茂荣一行先后暗访检查了三排干、正兴

里东侧沟渠、二排干等。（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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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茂君强调

■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压实属地责任，严格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 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

龙头项目引入力度，加强旅游

资源整合，强化景区联动，避免

同质化竞争，努力形成整体效

应，做好文旅产业大文章

■ 突出海洋文化，丰富

文化旅游产品，拓展旅游功

能，彻底解决靠海不亲海的

问题，为游客提供优质海滨

旅游目的地

杨茂荣暗访滨海新区南部片区河长制落实情况

全面落实河长制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6 月 25 日，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区委副书记、区长

杨茂荣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暗访调研

滨海新区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困难村帮扶工作。副区长郎东，区政

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蒋凤刚参加。

杨茂荣一行先后来到张港子村、

西正河村、北台村、赵连庄村，察看村

容村貌，详细了解村庄生活垃圾治理、

生活污水处理等情况。随后，杨茂荣

一行赶赴中塘镇精准帮扶统筹产业扶

贫项目——天津市滨海新区隆腾畜牧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听取联

合社运营情况介绍，并与企业负责人

亲切交谈， （下转第二版）

杨茂荣暗访调研滨海新区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困难村帮扶工作

不折不扣落实困难村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袁程程）6月

24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许红星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李立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志寅、

张长海、左凤伟、韩英出席。会议还邀请了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红球参加。区人大常委会机

关各室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视频播放和交流讨论的方式学习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会议指出，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民法典，作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

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开

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充分体

现了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

性、实践性。 （下转第二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法典
全面提高新区法治化治理水平

许红星主持

■ 人民日报记者 富子梅 靳博

天津港码头，智能控制的集装箱牵

引车自动行驶、自动装卸；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智能工业无人机从全自动机

场起飞巡检，实时数据同步回传；中新

天津生态城，1200 多个摄像头、感应器

等物联设施不间断运行，互联起 4.9 亿

条数据……这并不是科幻电影镜头，而

是天津滨海新区基于5G基站、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应用场景。

天津滨海新区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培育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

中之重，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和创新基础设施方面积累了优势，吸引

着更多“凤凰”来栖。6月上旬，滨海新区

又有14个新基建项目开工，涵盖大数据、

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等多领域，总投资

139亿元。

“让旧的换新、重的转智、静的变动，

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给高质量发展安

上大脑、插上翅膀。”天津市委常委、滨海

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之下，滨海新区抢抓智能科技新

机遇，努力化危为机，拓展发展新空间。”

新一代信息企业近千家，
多个细分产业迈向全国先进

今年初，在天津港集团公司当了10

多年码头货车司机的惠学静，经过系统

培训，成为港口智能电动集装箱牵引

车——“无人集卡”的后备安全员。

“按照预定指令，车辆自动行驶、自

动装卸集装箱，惠学静只需‘看着’安全

状况即可。”港口岸边不远处，天津港集

装箱码头公司信息中心经理马平涛，正

和同事们测试着“无人集卡”监控系统在

5G网络下的视频回传……

新基建赋能老码头。标准化的集装

箱、穿梭的重型运输车、动态存放的堆

场，已然一派现代化模样。“即便是这样

的码头，眼下也跟不上形势，正被智能

化、低成本、高效率港口取代。”天津港第

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大为

说，新基建让港口的货物、轨道、车辆、堆

场、泊位联结成一张运行更加顺畅的网，

一刻不停“跑”数据，实时调度生产所需。

“前不久，‘5G+MEC（移动边缘计

算）’网络在天津港正式商用。”天津港集

团公司科信设施部总经理助理李强博士

介绍，“有了这张网，岸桥自动化改造、自

动化场桥升级和25台‘无人集卡’规模化

应用，都会在这条毫秒级延时的网络上

飞奔起来。”

疫情防控期间，天津港加快科技智

能改造，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冷藏箱

堆场扩容改造，港口整体通过能力提升

80%。李强说：“得益于持续推动5G、智能

技术在集装箱码头的应用，码头利用率提

高11.6%，超过全球自动化码头平均水平，

堆场货物运营管理更加智能和方便。”

中芯国际、三星电子、中科曙光项目

投产，麒麟总部、紫光云总部、360总部落

户……如今，滨海新区新一代信息产业

软硬件企业已近1000家。“集聚效应正在

滨海新区形成，服务器、通信设备、电子

元器件等多个细分产业领域处于全国先

进水平。”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说。

新建改造 5G 基站 1200
个，为城市管理提供智慧支撑

“请您佩戴口罩。”疫情防控任务较

重的一段时期，在空中巡检的无人机，利

用人脸识别和热成像技术，自动识别市

民是否佩戴口罩、体温是否正常，并远程

喊话提醒。 （下转第三版）

天津滨海新区 新基建拓展新空间

昨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专栏文章，介绍天津滨海新区把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培育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抢抓智能科技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的经验做法——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近日，区文明

委发布《滨海新区关于深化新时代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以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促进行业单位和社会文明程度

整体提升，坚持“美丽滨海 共同缔造”创

建理念，为加快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

化海滨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良好社会环境。

《实施意见》指出，要把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主体任务，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面对新区高质量发

展、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新形势新

任务，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要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把握创建规律，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不断丰富创建内

涵，改进创新创建形式，深化拓展创建领

域，不断加强道德建设、规范行业行为、

提高服务水平、树立行业新风、履行社会

责任、塑造良好形象，实现自身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突出，在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改

善公共服务质量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

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新区发布深化新时代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促进行业单位和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提升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把握创建规

律，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不断丰富创建内
涵，改进创新创建形式，深化拓展创建领域，在提高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和群众生活品
质、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在疫情大考中
坚定“四个自信”

3 版

“四个自信”
在抗击疫情中彰显

我们的节日端午午

昨天，新区各单位、各街道社区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在新城

镇，志愿者们将包好的粽子煮熟、装好，

送到农民工兄弟手中，为他们送去节日

的温暖和关爱；在杨家泊镇，一场以“端

午情、诵经典、泊诗会”为主题的经典诵

读比赛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则为

市民准备了“中国心·端午情”特色活动，

带领大家文化过端午……丰富多彩的端

午活动，让市民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

的内涵，进一步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粽情端午

详见2 版

▲扫码看大沽口炮台
遗址博物馆端午活动

扫码看全文

新区举办多样主题
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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