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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天津

津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风险

分类修复，让企业信用得以恢复。“此前

企业在注册资金时分两次注册，但在一

次监管部门的抽查中少汇报了一次注

资，因此在系统中留下不良记录。”企业

负责人贡胜弟坦言，作为一家资产管理

类企业，这次不良记录影响到企业融资

等正常业务的开展。今年4月份，企业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引导和帮助下及时

纠正和修复信用，规避了失信风险。

实际上，津鲁资产的信用“失信”到

“恢复”，仅是新区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新区不断强化诚信

体系建设，助力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有效落实。在加大失信惩

戒力度的同时，新区也在不断探索信用

修复机制。

据了解，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是对企

业失信行为的惩戒，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是对企业失信行为的矫正。目前，新区

落实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及时为依法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积极改正违法行为、

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市场主体调整信

用风险等级。《2019年滨海新区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去年，新区

市场监管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程序和时限，加强年度报告真实性核

查，依法为市场主体办理移出异常名录

工作。去年共产生6516条企业移出经

营异常名录信息、6893条个体工商户恢

复正常记载状态信息、66条农民专业合

作社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很多被列为‘警示’‘失信’‘严重

失信’的市场主体在银行信贷、招标投

标、政府采购、评优评级等方面直接受

到限制。”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以来，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归

集联合奖惩案例 2463 个，让失信企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失信主体“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让企业感受到了失信的严重后果，信用

监管威力与日俱增。失信惩戒在倒逼

企业诚信经营。作为受益于信用修复

的企业负责人, 贡胜弟对此深有感

触，“这次信用修复来之不易。在新

区市场监管局的帮扶下，我们才能在

最短时间内修复信用记录，不然后续

部分正常业务无法开展。以前企业

忽视了信用记录，今后一定会更加规

范经营。诚信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金

名片’。”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

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的联动机制，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宣传工

作，引导更多企业严格自律、诚信守法经

营，并发挥诚信经营示范企业的带动作

用，助力新区营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营造公平健康市场环境

新区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 时报记者 张广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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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去年，新区市

场监管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

序和时限，加强年度报告真实性核查，依

法为市场主体办理移出异常名录工作。

去年共产生6516条企业移出经营异常

名录信息、6893条个体工商户恢复正常

记载状态信息、66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移

出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 今年以来，新区市场监管部

门归集联合奖惩案例2463个，让失信

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新区将

进一步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的联动机制，开展诚信体系

建设宣传工作，引导更多企业严格自

律、诚信守法经营，并发挥诚信经营示

范企业的带动作用，助力新区营造公

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阻断疫情传播的巾帼“急先锋”
——走近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科科长焦玲艳

■ 时报记者 路珺茗 孔一权 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通报

情 况 、传 导 压 力 、约 谈 责 任

人 ……6月23日下午，区城管委

组织召开了一场“辣味十足”的

创文攻坚推动部署会，深刻剖

析和部署解决当前区城管委系

统在创文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不

足，以“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

全力推动下一阶段区城管委系

统创文攻坚工作提质增效。

会上再次传达了新区 2020

年创文有关要求和指示精神，并

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市、区两级对

城市管理工作实地暗访考核情

况及处级干部包保工作开展情

况。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提到，

在新区新一期全区创文测评中，

区城管委成绩靠后，涉及的 473

处问题主要集中在道路扫保、公

厕、绿地管理、公园及窗口单位

台账和相关标识等类别，说明部

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误区盲

区多、长效管理落实不到位、排

查不深入不彻底、落实标准不高

等一系列问题普遍存在，缺乏全

域普查、不留一个死角的“刨根

问底”思想和劲头。“创文工作是

一项长期性、坚持性工作，我们

的任务更是流动性强、反复性

强，这就需要我们以时不我待的

工作作风去推动、去落实，不讲

条件、不等不靠。全面梳理问题

台账，真正在提高标准化和精细

化管理水平上下功夫。”区城管

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全面深刻剖析创文工作

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后，区城管

委有关负责人对全力推动下一

阶段区城管委系统创文攻坚工

作进行了详细部署，要求各单位

和部门责任人带头扎根一线，严

查工作人员着装佩戴标识不规

范等五类问题，全面推进问题整

改。要提高认识。部门领导要亲自抓、抓反复，治理

到位、不打折扣、不降标准。7月1日前，相关问题要

整改到位。要夯实责任。贯彻落实处级领导干部包

保机制和追责问责机制，加大巡查整改力度，对一些

久治不绝的问题加大处罚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良

好态势。要长效管理。摒弃“临时抱佛脚”的观念，

不做表面文章，真心扑下身子为百姓办实事、解难

题。要全力攻坚。按照创文攻坚方案和要求，采取

“先试点，后普及”的方式，对7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全力攻坚，着力改善部分区域“脏、乱、差”的现状。

要赏罚并举。进一步细化创文问责办法，以“优秀的

更加优秀，落后的争创优秀”的工作目标，推动创文

工作落到实处，将城市管理工作再提升一个台阶。

会后，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对最新一期全区创

文测评排名靠后、问题较多的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集中约谈，要求相关责任人“一竿子插到底”，将

测评反馈全部问题在7月1日前整改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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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端午 文化飘香昨天，新区有关单位、
各街道社区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端午节活动，让市民
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内
涵，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上接第一版）对项目在脱贫攻坚、促进农民增收方面

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杨茂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困难村帮扶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坚决打赢困难村帮扶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

责任担当，主动履职尽责，坚持“战区制、主官上”，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坚

持问题导向，把握工作重点，扎实有序推进困难村帮

扶工作，全面做好农村困难群体保障工作，认真整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问题，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

短板，推动困难村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圆满

收官，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繁荣宜

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作出新贡献。

不折不扣落实困难村帮扶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上接第一版）杨茂荣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要进一步提高对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坚持“一河一策”，落实队

伍、落实制度，推动深层次问题解决，确保河道治理工作

取得实效。要强化源头治理，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加强

巡河，将河道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相结合，

确保河水达标排放，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要进一步树

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狠抓水环境治理不放松，紧

盯整改落实不动摇，全力打赢新区碧水保卫战。

全面落实河长制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上接第一版）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民法典的重

大意义，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法典。要把学习宣

传民法典与推动常委会履职结合起来，切实发挥人

大职能作用，为推进法治滨海建设、全面提高新区法

治化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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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战旗 贾磊 李婷婷 刘芸
张玮 杜红梅 摄影报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

查”从一个陌生的专业词汇变成了老百

姓耳熟能详的常见词。一旦区域内出现

疑似或确诊病例，如何第一时间界定密

切接触者，采用溯源、调查、隔离的手段

切断病毒传染路径？日前，记者走近滨

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科

科长焦玲艳，了解这项工作背后的故事。

抽丝剥茧寻找“密接者”

“流行病学调查”是这次疫情防控

的重要一环，是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的

重点。对于焦玲艳和她所在的科室来

说，这项工作有时需要用到“刑侦”般的

推理能力。“流调工作需要事无巨细地

了解病例的行动路线，具体到什么时间

点、接触了什么人、接触方式、接触时

长，然后再抽丝剥茧地发现病例之间存

在的关系，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措

施。”焦玲艳告诉记者。

3月初，滨海新区的一家医疗机构

报告一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由于该

医疗机构内的病患非常特殊，既要第一

时间扩大搜索范围寻找感染来源，又要

准确界定密切接触者实施精准封控，避

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整整五天的时间

里，焦玲艳和同事们几乎住在了科室里，

对每个人都要进行14天以内的流行病

学调查。那段时间，焦玲艳每天接打电

话一百多个，直到这例疑似病例风险排

除才松了一口气。此时，焦玲艳已经带

领同事们排查了150余名相关人员。

“变”与“不变”

位 于 新 区 的 三 星 电 机 汽 车 用

MLCC项目、三星视界移动OLED显示

屏新生产线项目、三星SDI生产线升级

改造及扩能项目是本市重点建设项目，

然而严峻的疫情形势打乱了韩方技术人

员既定的来津计划，影响三星系企业在

新区持续投资扩能的计划。为了助力外

资企业复工复产和重大项目建设，新区

成立了以区疾控中心为主的疫情防控专

家组，制定工作流程、工作导则和应急预

案，全过程对健康排查、个人防护、住宿

管理、企业防控进行指导。目前，焦玲艳

和她的同事们已经助力新区近50家大

型企业复工复产，包括东疆湾沙滩景区、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等多家重点旅游景

区。“再比如说从4月份到6月份的阶段

性复课。”焦玲艳告诉记者，从4月20日

第一批学生复课至今，疾控部门与各学

校始终紧密联系，为全区17万余中小学

生、2.9万幼儿保驾护航。

从年初至今，焦玲艳和同事们从事的

防控工作重点一直随着疫情发展不断变

化，但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却从未改变过。

“急先锋”原来是温柔妈妈

传染病防控本就是这场大考的急

先锋，焦玲艳与同事们紧绷的弦一直没

有放松过。面对一个个复杂情况，焦玲

艳与同事们沟通起来依然思路清晰。

焦玲艳说，自己的“稳”是在工作中养成

的习惯。

其实，年初疫情刚刚发生时，焦玲艳

的第二个孩子出生还不到三个月，她产假

还没有结束，2月底前就提前回归岗位。

繁忙的工作中她哺乳时间无法保证，经常

深夜才能回到家。焦玲艳坦言，疫情发生

以来，她用在工作中的时间、精力远比用

在孩子身上的多。作为一个母亲，她心里

也充满愧疚，但是她也相信，等到孩子懂事

了也一定能理解她的选择。

200余名职工共庆端午

“五月五，庆端阳。插艾叶，挂香

囊。五彩线，手腕绑。吃粽子，点雄

黄。”端午节来临之际，天津港保税区总

工会、共青团天津港保税区委员会、天

津港保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多场

以“中国心 端午情”为主题的职工体验

交流活动，与职工共迎端午。活动以流

动服务的方式，分别走进神州租车（天

津）有限公司、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近 200 名职工在品凉茶、包粽子、缝香

囊、做龙舟、编长命缕等习俗中品味传

统文化。

博物馆带领市民过文化端午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大沽口炮台

遗址博物馆为市民准备了“中国心·端

午情”特色活动，带领市民游客文化过

端午。

馆内的宣教老师为到场观众讲述

了防疫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端午

节悬艾叶、佩香囊、戴荷包、饮雄黄酒

等传统文化习俗。“我们希望通过活动

让更多的孩子学习到传统文化知识，

我们还特别设置了疫情知识竞答环

节，帮助孩子们学习更多的防疫知

识。”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宣教员叶

诗璇说。

让农民工尝尝咱们的粽子

新城镇总工会举办了“我们的节

日·端午节”慰问农民工活动。活动

中，数十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纷纷拿出

看家本领。“很多农民工节假日仍然要

坚守岗位，太辛苦了，想让大家都尝尝

咱新城镇人包的粽子。”大家纷纷表

示。随后，志愿者们将包好的粽子煮

熟、装好，由新城镇工作人员直接送

到辖区内建筑工地及有关企业农民

工兄弟手中，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的温

暖和关爱。同时，该镇工作人员还准

备了口罩等防疫用品，一同分发给农

民工。

传统习俗送祝福

集体包粽子是刘塘庄村每年端午

节保留的节目。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志愿者联合妇联开展“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主题活动。全村男女老少齐聚

一堂，包粽子、话端午。活动现场，有经

验丰富的“巧手”，也有第一次尝试的

“新手”。其间，大家一起话家常，聊聊

端午节的节日习俗、节日传统，孩子教

育等，其乐融融。而在泰达街紫云社

区，裁女爱心俱乐部的“才女”们将自

制的百余个香包赠送给老人和孩子，

为邻居们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裁女

爱心俱乐部的喻晓梅退休前是抚顺市

雷锋小学原党委书记，她告诉记者，香

包送去的不仅是节日的祝福，还是一份

来自大家庭的关爱，“关爱老人也是关

爱自己”。

知识大比拼 弘扬传统文化

北塘街道南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中华燃少年诗歌朗诵活动。一篇篇经

典诗词伴随着古韵古音，在孩子们抑

扬顿挫的诵读中回望历史、感悟传统，

感受浓浓端午氛围和中国传统节日的

魅力。而杨家泊镇举办了“我们的节

日·端午节”暨杨家泊镇第三届中华经

典诵读比赛活动。比赛中，13 组选手

把名篇佳赋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传 承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展 现 爱 国 情

怀。在太平镇大道口村，新时代文

明 实 践 站 开 展 了“ 我 们 的 节 日·端

午”主题系列活动。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抢答

比赛中，以抢答等方式激发了村民

的学习兴趣，把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相结合。

工作中的焦玲艳工作中的焦玲艳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①保税区职工共庆端午

②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举办特色活动

③大道口村开展“我们
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④裁女爱心俱乐部为老
人孩子制作香包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