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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
平 9 月 9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问题，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
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
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
（下转第二版）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第三十六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上，
奋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
不停学、不停教”两条战线上，守护亿万学生身心
健康，
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
为抗击
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转第二版）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 努力培养时代新人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 赵贤钰）9 月 9
日，
在第 36 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
市委
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深入滨
海新区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调
研，并与新区优秀教师代表和教育系统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优秀共产党员
代表座谈，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
慰问。区委常委、区委秘书长赵前苗主
持座谈会。
连茂君来到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实地察看学校实训基地、校史馆
和成果展，详细了解学校功能布局、师
资配备、特色办学和实践教学成果等情
况 ，强 调 要 紧 紧 围 绕 新 区 产 业 发 展 需
求，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产教深度
融合，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更多
高技能人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连茂君与
新区优秀教师代表、先进集体代表、优秀
共产党员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对新区教
育领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他说，长期以来，新区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耕耘、默默奉
献，为新区、天津乃至国家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合格建设者，对大家长期以来的辛
勤付出，
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连茂君强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锤炼过
硬的政治素质、提升精湛的业务能力、
涵养良好的师德师风、培养高超的育人

水平，为新区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再立
新功。一是要做政治坚定、绝对忠诚的
楷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担起铸
魂育人的历史使命，深入开展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三爱”和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学
习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教育培养学生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定拥护者、坚决捍卫者、坚实建
设者。
（下转第三版）

传统制造
转型 造

智

没有打包工人的大汗淋漓，不见传
统叉车来回奔忙，只有自动化生产、包
装、存储设备有条不紊地工作，这是记
者日前在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汉沽盐场”
）30 万吨/年
精制食用盐生产线现场看到的场景。
据该公司副总工程师刘立平介绍，过
去，打包、整箱码盘等环节都由人工完
成，劳动强度大，现在不仅劳动强度降
低了，
精准度和生产率也提高了。
作为滨海新区“十三五”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之一，汉沽盐场精制
盐产业化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中的 5
万吨级低钠盐示范生产线和 5 万吨级
球形盐示范生产线今年投用以来，目前
已实现稳定运行，并达到设计产能规
模。这两条生产线属于 30 万吨/年精
制食用盐生产线的组成部分，与过去的
工厂制盐模式相比，实现全自动运行后
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记者 陈西艳 摄影报道

近日，家住杭州道街京山
道社区的王建华老人在家门口
的社区便民服务站仅用了 5 个
工作日就领到了老年优待证。
在以前，他需要回到户籍所在
地长征里社区提交申请，花费
近一个月时间才能领到证件。
这一变化得益于滨海新区
正在全区推广实施的便民服务
事项“滨海通办”。记者从区政
务服务办了解到，继 8 月 15 日
全区首批 38 个高频便民服务事
项在 5 个试点街道 160 个社区
上线试运行后，8 月 30 日，便民
服务事项“滨海通办”正式在滨
海新区全域所有街镇村居推广
实施。截至 9 月 8 日，已通过滨
海新区政务帮办平台办理“滨
海通办”便民服务事项 119 件，
其中已办结 77 件，真正实现便
民服务事项“就近办理”
“ 最多
跑一次”。

■

王建华老人办理老年优待
证是新区全域实现便民服务事
项“滨海通办”以来的首例人户
两分事项成功办结案例。
（下转第三版）

机械手自动码盘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公布联系方式
扫码看视频

工人在中控室便可完成相关操作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
进驻期间（2020年8月30日－9月30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22-23109095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 A01226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北大港湿地展和谐生态画卷

导 读

■ 记者 张广艳 报道

初秋的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万
亩鱼塘水波荡漾，河滩地上泛黄的芦苇
和赤红的盐地碱蓬交错生长，白鹭、野

■ 区政务服务办、区民政
局、区残联等 7 个区级部门反复
梳理核对，最终确定 101 项便民
服务事项作为
“滨海通办”
事项

居民办事“家门口就行”

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 过境候鸟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

记者 戈荣喜 摄

■ 8 月 15 日，全区首批 38
个高频便民服务事项在 5 个试
点街道 160 个社区上线试运行；
8 月 30 日，便民服务事项“滨海
通办”正式在滨海新区全域所有
街镇村居推广实施

记者 张姝 报道

汉沽盐场

新区全域实现便民服务事项﹃滨海通办﹄

连茂君深入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调研并座谈

鸭、骨顶鸡、黑翅长脚鹬等鸟类或在天空
翱翔，或在浅滩觅食。水清、岸绿、鸟飞
的北大港湿地，成为滨海新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近年来，新区持续推进北大港湿地
保护，通过退出生产经营活动、建立补水
机制等措施，进一步修复湿地生态。随
着北大港湿地生态环境逐年改善，过境
候鸟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部分过境候
鸟更是在此繁衍，
成为“留鸟”。

生态修复不断升级
走进北大港湿地，深红的碱蓬草和
金黄的芦苇丛首先映入记者眼帘。
“原
来这片都是荒地，现在湿地内的不少植
被都是近几年新栽植的。”在北大港湿
地独流减河试验区河滩地附近，北大港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孙宝
年指着成片的盐地碱蓬告诉记者，植物
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恢

复湿地生态功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过去湿地部分区域土壤盐碱化程度
高，几乎寸草不生。我们几经试验，最
终利用芦苇、盐地碱蓬等本土植物恢复
湿地 1680 亩。”孙宝年介绍说。
据了解，北大港湿地不断加大湿地
保护修复力度，治理外来有害生物互花
米草，开展芦苇复壮，清理水草，为野生
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和觅食环境。
（下转第三版）

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就是庚续他的精神
——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单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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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明星”！
泰达洁净获国家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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