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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公布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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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

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问题，审议《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和网上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天津日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7

日，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李

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市委副

书记阴和俊与中国石化董事长、党组书

记张玉卓一行座谈并见证协议签署。根

据协议，双方共同推进石油化工、天然

气、氢能等领域合作，把天津南港工业区

建设成为华北地区化工新材料基地和化

工产品物流、销售中心。

李鸿忠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

天津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中国石化

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

业集团，是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多

年来，中国石化与天津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为促进我市石化产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当前，我市正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提升石油化

工等支柱产业，着力引育发展新动能，

双方未来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南港工

业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

确定位的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希

望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继

续发挥中国石化央企优势，深化能源、

化工等领域务实合作，大力推动南港工

业区建设，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实施，共

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天津

将牢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

念，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全力提供服务

保障，为企业在津发展创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双方

合作迈上新台阶。

张玉卓简要介绍了中国石化发展和

企业战略规划情况。他表示，当前，中国

石化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加大研发

投入力量，推动企业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我们将以天津为产业发展基地，大

力推进最新技术在津中试研发和产业

化规模化，把天津南港工业区打造成为

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希望双方

在新能源、洁净能源等领域加大合作力

度，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顺清与中

国石化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喻宝才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石化领导赵东、凌

逸群、李永林、赵日峰，市领导连茂君、王

卫东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我市与中国石化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深化能源化工领域战略合作
加快天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

李鸿忠廖国勋阴和俊与张玉卓座谈

天津日报讯（记者 孟若冰）27日中

午，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多

个重点领域加强合作，进一步做强做优

我市石油化工产业，共同把天津南港工

业区打造成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

中国石化北方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化工

产品物流、销售中心。

中国石化在津企业现有资产700多

亿元，根据协议，“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

将再规划投资700亿元的重点项目。双

方将共同推进天津石化南港120万吨/年

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中

国石化天津LNG三期扩建及冷能综合利

用项目、中国石化北化院中试基地项目、中

国石化润滑油基地项目以及中国石化氢

能产业培育和应用项目建设，进一步促进

天津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同时，双方将积极研究探索在天津自

贸试验区开展原油、天然气、化学品等大宗产

品贸易业务；共同推进中国石化在津天然

气业务，地热、余热等新能源开发利用，以

及成品油管道建设及销售网络建设；共同

保障中国石化在津管道储运设施安全平稳

运营；依托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共同推动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主要面向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行业开展早期、

中期创新类投资，同时投资中国石化科技

成果在津转化项目，为中国石化在津重点

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支持；共同做好

中国石化驻津单位人才保障工作，中国石

化将积极吸引高级管理人才来津工作等。

我市与中国石化长期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炼油及化工产业发

展、成品油（天然气）市场建设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

■ 记者 赵贤钰
碧云金色满，天高清气

升。滨海新区到处一片欣欣

向荣的景象。距离2021年还

有三个多月时间，“十三五”即

将胜利收官。

回眸这五年，滨海新区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质增

效，在经济转型升级、区域协

同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生态

环境优化、城市品质提升等方

面成效显著，在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阔步前行。

把握机遇争立潮头。五

年来，滨海新区把握国家战略

机遇，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新

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截至2019年底，已累计

引进项目 2400 多个，协议投

资额超过 7000 亿元，一批重

点产业基地和项目先后落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引擎作用日

益显现；“一带一路”建设战略

支点作用持续增强，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和印尼聚龙农业产

业合作区加快建设。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五

年来，滨海新区摆脱“速度情

结”，着力提质增效，二三产业

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工业11大优势产业占

比逐年提升，呈现集聚集群发

展态势，智能科技、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速发展。以飞腾 CPU、麒

麟操作系统为代表的智能经

济迅猛发展，集成电路圆片、服务机器人产量成

倍增长。现代服务业逐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作用，金融业持续稳健发展，飞机、船舶、海工平台

等跨境租赁业务总量在全国占比达到80%以上。

以云账户、360、今日头条、吉旗物联等为代表的

新业态、新模式加速集聚。 （下转第三版）

共同把天津南港工业区打造成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

“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在津规划投资700亿元重点项目

即将收官的“十三五”，是滨海新区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质增效，在经济转
型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生
态环境优化、城市品质提升等方面成效显
著的五年。从今天起，滨海新区融媒体中
心开辟《回眸“十三五”喜看新变化》专栏，
聚焦五年来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
发展、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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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 月 28 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杨

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人民

英雄张伯礼同志英雄事迹。

会议指出，张伯礼同志是新冠肺炎疫

情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也是疫情期间

支援湖北中医医疗队的领队，更是天津广

大奋战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杰出代

表。这次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并在人民大会堂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颁授奖章，既是对他在抗疫斗争中所作突

出贡献的褒奖，也是天津人民的光荣和自

豪。我们学习张伯礼同志，不仅要了解、

学习、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更要以他为榜

样，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用实际行动去学

习他的高尚品格。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结合对“四史”的重温回顾，学习张伯礼同

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品格，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9月28日下

午，天津市信创安全基地揭牌。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和360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共同为信创安全基地揭

牌。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马波，

副区长张健、夏青林，区政府党组成员、

办公室主任蒋凤刚出席，高新区管委

会、新区各有关单位网信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

大力发展信创产业是建设网络强

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重

要支撑。天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信

创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着力构建信创

产业生态，打造信创产业品牌。经过

多年发展，滨海高新区信创产业集聚

优势明显，头部企业亮点纷呈，已经具

备打造“中国信创谷”的产业基础和领

先优势。正在谋划建设中的“中国信

创谷”选址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将

着力构建“企业集聚+平台赋能+应用

驱动+群体突破”的协同创新、联合攻

关模式，在全国率先扛起打造国家信

创产业示范区的大旗，打造千亿级信

创产业集群。 （下转第三版）

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

大力营造崇尚英雄礼赞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浓厚氛围

天津市信创安全基地揭牌
杨茂荣周鸿礻韦共同揭牌

记者昨日从中建三局华北公司了解到，

该公司承建的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一

期二标段工程进展顺利，年底主体可封顶。

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项目位于天津港保

税区航空物流区，是天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加快推进“一基地三区”建设部署实施

的重要航空枢纽工程，是承接北京货运功能疏

解、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重要载体之

一，是天津市重点项目。目前正在建设的一期

二标段联检服务中心工程，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包含地下一层、地上8层。

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总建筑面积约

50.4万平方米，由口岸作业区及生产办公辅助

设施区等区域组成，建设内容包括物流作业基

础设施、生产办公辅助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能

源保障设施及大通关基地信息服务平台五个

方面。 记者 朱绍祥 王鼎鑫 摄影报道

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一期二标段

施工进展顺利 年底主体封顶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记者昨日从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获悉，“泰达十大网红打卡地”活动评

选结束，周大福金融中心、天津茱莉亚学院、滨海

高铁站、天津于家堡洲际酒店等十个景观地成功

获评“最受市民欢迎的网红打卡地”。

6月中旬起，“dou红泰达”系列大奖征集活

动全面启动，作为该系列活动

之一的“泰达十大网红打卡

地”于 6 月 18 日启动征集，累

计收到照片、视频、海报等作

品近 200 件，18723 人参与投

票评选。

经开区评选出
十大网红打卡地

详情请扫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