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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诚信文化，创建诚信交通。日前，滨海

新区交通运输局与天津泰达交通枢纽有限公司在

高铁滨海西站组织开展了诚信行业创建主题活

动。代表新区交通运输行业做出承诺，“做诚信人，

办诚信事”，并在“诚信服务承诺书”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同时对进出站乘客做好诚信意识宣传。站内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严格遵守文明行为、文明服

务有关规定，服从监督、服从管理，维护新区交通

运输窗口形象。 文/记者 果琳 图/记者 张鹏

诚信交通 从我做起

一汽丰田年产20万台新能源汽车项目落户滨海

天津汽车产业再赋新动能
■ 时报记者 张文弟 王梓 报道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

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定《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

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

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

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

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正风肃

纪，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

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党

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要突出

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提高

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力。要强化领导督

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

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

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

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

织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

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措，对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

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

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

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

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

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按照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

员候选人。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近日，天津市文明办

发布“天津好人”6月份榜单，新区诚实守信好人

李彭杰、见义勇为好人郭俊良2人入选。

“天津好人”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类型。以诚待人、

真心服务，为乘客们营造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的

公交驾驶员李彭杰；在短短五个月内连续三次救

人救险的郭俊良，深深感动着新区广大市民，也

传递着强大的正能量。

滨海新区2人入选
6月“天津好人”榜

6 月 29 日，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

目在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正式启

动。该项目是滨海新区加快引育新动

能，培育产业生态、强化全产业链条，打

造完备汽车产业体系的重要成果。今

年以来，滨海新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动汽车产业链复工

复产，坚持“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

出台各项帮扶政策，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持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通过精准施策贴

心服务，助力汽车企业稳产达产、增资扩

产。随着新动能持续汇聚，大项目增资

扩产，新区高质量发展呈现强劲势头。

汽车产业版图扩张

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总投资近

85亿元，项目一期预计2022年6月建成投

产，总占地面积197万平方米，涵盖冲压、

装焊、涂装、总装、树脂涂装、电池车间等新

能源汽车制造所需的六大工艺及联合动力

站房、物流、办公等辅助设计。该项目建成

投产后，可有效提升一汽丰田“HEV（混合

动力汽车）”和“EV（纯电动车）”产能。

据中国一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留平介绍，该项目规划产能20万辆，采

用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创新

制造技术，达产后将新增工业产值500亿

元以上，有力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为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和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天津滨海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最

有魅力、最具活力的经济热点区域，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区位优势显著，

营商环境优越。一汽和丰田将进一步与

滨海新区加强合作，提升在津汽车产业

发展的决心。”徐留平表示。

滨海新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围绕“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战略

定位，充分发挥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实体

经济优势，大力发展集聚经济、智能经济

和开放经济，形成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伴

随着滨海新区的蓬勃发展，汽车产业已成

为新区具有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的重

要支柱产业。在整车制造领域，聚集了一

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三大品牌，

形成了“三足鼎立”稳健发展的产业格局。

近年来，新区主动把握发展大势，以高

端乘用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高质

量发展为重点，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服务

链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综合型汽车城，构筑

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正成长为中国汽车

产业聚集新高地。多年来不断培育产业

生态、布局产业链条，已聚集了国能汽车、清

源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及以力神、巴莫科

技等知名企业为代表的零部件配套企业，

导入了一系列高端汽车研发设计机构，形成

了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汽车零部件到汽车

金融、汽车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了

从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整车生产到基础

配套设施的完备产业体系。（下转第二版）

●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有效提升一汽丰田“HEV（混合动力汽车）”和“EV
（纯电动车）”产能，有力地助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区域优化产
业结构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 近年来，新区主动把握发展大势，以高端乘用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综合
型汽车城，构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正在成长为中国汽车产业聚集新高地。

● 随着多个汽车产业招商项目陆续落地，以及车企不断导入新车型和新
项目，新区汽车产业发展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后劲十足。

滨海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

弘扬抗疫精神 主动担当作为
努力实现新时代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连茂君作党课报告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月29日，滨

海新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专题党课报告会，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

委书记连茂君作题为“弘扬抗疫精神，主

动担当作为，努力实现新时代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的党课报告。

连茂君在报告中深入学习贯彻了市

委书记李鸿忠所作的“向习近平总书记看

齐，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为

守初心担使命不懈奋斗”党课报告精神，并

围绕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寻找制胜法

宝，凝聚推进高质量发展精神动力和发扬

“二次创业”精神，加快推进新时代滨海新

区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谈了学习体会。他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学习

先进楷模，践行初心使命，引导全区党员干

部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汲取强大信仰力

量、精神力量、前进力量，担当作为、创新竞

进，掀起“二次创业”热潮，建设生态、智慧、

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

连茂君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带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

精神、中国效率”。要深刻把握党的领袖

在“战疫”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刻把握党的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战疫”

中的显著优势，深刻把握我们党人民至上

的价值追求在“战疫”中的充分体现，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动摇。

连茂君强调，要大力弘扬抗疫精神，

从中汲取力量、提炼智慧，将精神感召切

实转化为实践工作的强大动力，巩固深

化抗疫中形成的好机制好经验好做法，发

扬“拓荒精神”，勇于探索尝试，以“杀出一

条血路”的勇气和干事创业的“狼性”“野

性”“血性”，以“归零”心态，重振旗鼓再出

发，冲出去、闯出去、干出去，全力掀起“二

次创业”新热潮，不断把新时代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推向前进。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6月29日，市委

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走访

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送去党组

织的关怀和温暖。

老党员崔玉兰已有30多年党龄，

多年卧病在床，家庭生活困难。连茂

君来到她的病床前，关切询问病情和

家庭生活情况。得知崔玉兰生病前，

热心社区事业，坚持参加党组织和社

区活动，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工作，表现

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连茂

君表示赞赏。他勉励崔玉兰保持乐观

健康的心态，安享晚年，并叮嘱有关部

门和街道社区负责同志，要带着责任、

带着感情为困难党员解难题、办实事，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把组织的关怀和

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儿上。

在走访慰问中，连茂君向全区广

大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

候和亲切慰问。他强调，全区各级党

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

央大政方针和市、区委决策部署，发

扬“二次创业”精神，坚定信心、砥砺

奋进，真抓实干、动真碰硬，担当作

为，以“马上办、钉钉子”的精神努力

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为实现新时代

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领导张弢、马波、张国盛参加。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月29日，一

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启动。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留平，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

委书记连茂君，副市长王卫东深入建

设现场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

荣参加。

一汽丰田自2002年正式落户天津以

来，已经累计投资53个亿级以上的大项

目、总投资385亿元，形成了62万台的整

车产能，年实现营业收入近800亿元，得

益于天津市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了螺

旋式快速发展。此次启动的一汽丰田天

津新能源项目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北部

规划产业区。该项目集成了丰田在全球

最领先的技术，是中国一汽与日本丰田

集团强强联合的又一结晶，体现了一汽

丰田在国内布局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战

略，更标志着一汽丰田进入了转型升级

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按照建设计划，该

项目将于 2022 年 6 月建成投产，实现产

能、产值的再次跃升。

下一步，中新天津生态城将积极围

绕一汽丰田项目引入更多相关优质配套

企业落户，在生态城北部产业规划区域

打造以整车“智”造为核心，零部件配套、

汽车现代服务业、创新体系建设和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为支撑的“1+4”产业新格

局，全面建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基地。

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马波，中

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参加。

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启动
徐留平连茂君王卫东深入建设现场调研 杨茂荣参加

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启动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启动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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