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

◎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陆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

◎现代化的国际航运枢纽

发展目标

◎到2025年，天津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枢
纽的地位更加凸显，国际航运中心排名
进入前20位

◎到2035年，全面建成智慧绿色、安全
高效、繁荣创新、港城融合的天津北方国
际航运枢纽，天津港成为世界一流港口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日前，国家发

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加快天

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围绕北方国际航运

核心区建设，以设施补短板夯实发展基

础，以区域港口协同增强发展动力，以智

慧化、绿色化引领发展方向，创新多式联

运体系，改善营商服务环境，努力打造布

局合理、系统完善、服务高效、港城融合

发展的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加

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枢纽，为实现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是以天津港

为中心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近年

来，该枢纽加快转型升级并取得积极成

效，正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目前仍存在港口功能布局不尽合理、

综合服务功能不强、智慧化绿色化水平

不高、港城关系缺乏统筹等问题。加快

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对于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

促进华北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和陆海双向开放具有重大

意义。

《意见》明确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

纽的发展定位，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要支撑、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陆

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及现代化的国际

航运枢纽， （下转第二版）

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意见出炉

2035年全面建成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

滨海新区 雷阵雨 30℃~25℃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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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七次会议8月1日在滨海新区区委党校召开。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连茂君、许红星、张

弢、李立根、郭志寅、张长海、左凤伟、韩英、许红球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韩远达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许红星主持会议。

16时，许红星宣布，此次大会应到代表367人，实到

代表302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开幕。雄壮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在大厅内响起。

会议表决通过了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选举办法。

各代表团在开幕会后，分别召开分团会议，酝酿主

席团提名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名

单；推选监票人。

随后，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大

会副秘书长作关于酝酿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候选人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

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

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16时4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

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许红星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代表

367人，实到代表30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选举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计

票完毕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

关于选举计票结果的报告，确认选举结果。主席团会议

后，继续举行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监票人宣布选举

结果，王琴同志当选为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

员会主任王琴同志与代表见面。随后，进行了庄严的宪

法宣誓。

许红星在主持会议时说，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各级人大

代表积极响应区人大常委会号召，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各个阶段，与人民群众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尽职尽责，生动诠

释了新时代的“代表担当”！

许红星指出，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之年，也是滨

海新区开展“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进

展的关键之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深入贯彻落实区

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的意见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天津市滨海

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

备会议 8 月 1 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举行。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规定，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预备

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召集。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应到代表 367

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02人，符合法

定人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宣布：区

三届人大七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

就绪，大会将于8月1日下午开幕。

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贯彻中央

和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圆满

完成选举任务，将大会开成一个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为全力推进新时

代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生态、

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

新城提供坚实有力的民主法治保障。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出区

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

过了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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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讯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8

月1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召集。

会议首先推选出连茂君等为主席团

常务主席。

随后，主席团会议在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许红星主持下，决定了区三届人

大七次会议日程； （下转第二版）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召开
连茂君韩远达出席 许红星主持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大 会 主 席 团 举 行 第 一 次 会 议

推选连茂君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许红星主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为真实展现党带领人民为实现全面小

康而奋斗的非凡历程，生动再现人民群众

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

从8月起，天津市将推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市区村（社区）三级调研”活动。即日起，

按照统一部署，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派出

记者深入新区20个村和社区展开调研，真

实记录百姓奔向小康生活的生动故事，中

心各媒体平台推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

研行”专栏，予以全方位报道。

“群众工作无小事”，物业管

理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但是

在生活中居民与物业总会磕磕

绊绊，这也成了推动创文工作的

一大难题。2018年，生态城锦庐

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率

先在生态城开展“红色物业”试

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物业管理

工作的领导，用党性加强服务，

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既

为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也让

社区文明之花持续盛开。

党建引领
管理机制更趋完善
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幸福

感和满意度息息相关。为了充

分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需求，生态城倡导物业企业充

分发挥社会价值和公益属性，在

党组织引领下更好地发挥自身

价值和作用，为居民提供良好的

物业服务。2018年6月，天津万

科锦庐园物业服务中心正式成

立党支部，率先在生态城区域内

创建了“社区党组织—物业公

司─物业联席会”共建联建的

新型物业服务模式，使物业服务

队伍成为党的工作队，提升居民

对小区管理的满意度。

锦庐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刘媛媛介绍说，物业企业

成立党支部后，社区党组织引导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管理机

制更加完善，吸纳物业企业负责

人到社区“大党委”中任职。在社

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每月定期召开社区、物业、业

委会“三方”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居民反映的难点

问题。同时，在创文工作中，“红色物业”也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发挥重要作用。 （下转第二版）

盘点新区上半年经济发展，主要指

标明显回升；新动能引育明显加快；建

设水平明显提高；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来之不易的战果中，疫情防控是决定性

的一环。

从率先出台复工复产“导则”，为安

全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保驾护航，到

“132”专班深入工厂车间，现场指导各

项举措落到实处；从一百多辆大巴奔赴

各地，“点对点”专车接回员工，到精准

高效接驳包机，助力外企重大项目不落

进度……一个个成果背后，是疫情防控

的亮眼成效及其夯实的坚定保障。打

赢“下半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仍是

关键。当前和今后的一切工作，都需要

以疫情防控万无一失为前提。只有筑

牢疫情防控安全底线，才能巩固成果，

赢得主动，扩大胜势。

决战“下半场”，提升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抓经济的能力是首关。这个能力，

体现在严格落实“四战”要求，全生命周

期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体现

在把“预防为主、精准施策、快速响应、

守土尽责”原则持续转化为实际成效

上；体现在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个人社会责任，共筑

全社会联防联控的铜墙铁壁上；体现在

坚决落实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

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市发展多做贡

献上。坚持项目为王，大力弘扬“不为

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马上

办、钉钉子、敢担当”“企业吹哨、部门报

到”的理念，针对新区产业特点，持续释

放服务“红利”，在优化政务环境、市场

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产业环境上

全面发力，新区今年“下半场”将会收获

更多精彩，注定在“二次创业”的画卷中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中结

晶出的“滨海经验”，成为打赢“下半场”、

决胜2020的宝贵财富。以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举措为前提，以大力引育新动

能为抓手，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

以海纳百川引才聚才为保障，滨海新区

一定能在负重前行、滚石上山的战略调

整期闯出一片天地，推动经济发展“更上

层楼”，为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

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抓经济能力
——半年经济看滨海（之二）

■ 滨海融媒体中心评论员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会场

锦
庐
社
区
：
﹃
红
色
物
业
﹄
催
盛
社
区
﹃
文
明
花
﹄

■
时
报
记
者

王
梓

报
道

开
栏
语

连茂君祝贺王琴当选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许红星主持会议 本组图片 记者 于佳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