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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率先试点示范
无人机综合应用拓展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鼓足闯劲谋改革，提升胆气勇创新”大讨论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 月 16 日出版的

第2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

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

的保障。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日前，滨海新区启动“鼓足闯劲谋改

革，提升胆气勇创新”大讨论活动。大讨

论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浦东开

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对天津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

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大

讨论活动是谋划新区未来发展蓝图、激

励新区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在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引起

强烈反响。连日来，各开发区精心策划、

周密安排，确保大讨论活动扎实开展。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大讨论活动为

契机，以改革创新照亮前路，以实干担当

创造未来，为推动新区建设生态、智慧、

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和

智力支撑。

凝聚共识 掀起大讨论热潮

本次大讨论活动旨在动员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保

持改革开放创新的闯劲、胆识和勇气。天

津经开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经开区

作为滨海新区的核心

区域，更应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奋力拼搏，

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提振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在敢于担当上实

现新突破，全力以赴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新天津生态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态城将在区域范围内组织开展大讨

论活动，形成全员参与、人人踊跃的讨

论热潮。 （下转第二版）

“鼓足闯劲谋改革，提升胆气勇创新”大讨论在各开发区引起强烈反响

保持敢闯敢试勇气 激发“二次创业”斗志
■ 记者 陈西艳 王梓 单毅 牛婧文 尹冰晶 张广艳 报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滨海新区此次召开“鼓足闯劲谋改

革，提升胆气勇创新”大讨论活动，正是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改革开放创新

的闯劲、胆识和勇气，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奋力拼搏，让改革创新活力在新区充

分释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建

设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

丽滨海新城中展现更大作为。

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改革创新的

意识，让改革创新的活力成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推动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要让改革创新的活力成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推动力，就要不断强化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改革创新的意识。滨海新区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改革而生、因改

革而兴，也取得了一系列在全国很有影

响力的改革成果，更应该将改革创新的

理念践行下去，勇当深化改革“尖刀团”

和制度创新“试验田”。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要通过大讨论，强化思想深处对改革

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让改革创新永远成

为新区的基因、血脉和灵魂，确保“有中

生新、无中生有”成为常态，始终不断推

进改革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

强化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改革创

新的共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

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

队伍，是释放改革创新活力的关键。创

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近年来，新

区通过改革创新推动实现了“脱胎换

骨”。从一颗印章管审批、深化“一制三

化”改革到率先推行“一企一证”综合改

革、全国首个全流程自动化制证中心投

入使用，从党政机关体制机制改革到开

发区法定机构改革再到国有企业改革，

革掉阻碍经济发展的要素，创出加快经

济发展的新招，为新区发展注入了强大

活力。这次大讨论，就是要在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心中形成唯有改革创新才能发

展新区、唯有改革创新才能走在前列的

共识，共同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壮大全区改革创新的胆识，是大讨

论蓬勃开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滨海新区

在一片盐田和滩涂上发展成为开发开放

热土，正是源于一股不服输、不畏难、勇

拓荒的胆气，要释放改革创新的活力，同

样要不断壮大全区改革创新的胆识。当

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国内形势严峻复杂，新区只有念好“创新

大学”，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和

“魂”，切实打开脑袋上的“津门”，激发出

“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永葆舍我其谁的

胆气，做改革创新的先锋队、“野战军”，以

新应新、创新赢新，才能确保改革创新创

出更多成果和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

让改革创新活力在新区充分释放
——“鼓足闯劲谋改革，提升胆气勇创新”大讨论系列评论之三

■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评论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港时强调，要志在万

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

“一带一路”。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为指引，天津港集团坚定不移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加快世界一流绿色

智慧枢纽港口建设。

“十三五”期间，天津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主动

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

陆海双向开放，聚力推进港口转型升级、

企业提质增效，逐梦“打造世界一流港口

营运集团”企业愿景。

不断增强服务辐射功能

“天津港不仅是京津冀和‘三北’地

区的海上门户，更是服务环渤海区域、共

建‘一带一路’、辐射全球的集装箱枢纽

港。”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褚斌

表示。

10月27日，天津港集团今年第4条“一

带一路”新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共投入7艘

集装箱船舶进行周班运营。航线从天津

港出发，沿中国沿海南下，（下转第三版）

近日，2020Emporis 摩天大楼奖（Em-

poris Skyscraper Award 2020）公布，经综

合评定，排名前十的建筑获奖。其中，位

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天津周大福金

融中心（津沽棒）列居第4名。

Emporis 摩天大楼奖始于 2000 年，该

奖项由 Emporis 地产数据库每年颁发，旨

在奖励在该年完工的高度100米以上的摩

天大楼建筑。据了解，Emporis 摩天大楼

奖旨在关注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精髓的建

筑，此类建筑能够给人们带来美感和好奇

心，并且表达出突破创新的渴望，同时又

力求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发展。上海

中心大厦、望京SOHO、上海恒隆广场、台

北101大厦都曾获此殊荣。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天津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
■ 记者 张文弟 报道

2020Emporis摩天大楼奖揭晓

“津沽棒”登榜

时报讯（记者 李楠 陶钰）日前，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主办的首届（2017-2018年度）“中国广

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结果正式揭

晓，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原滨海广播电视台）策

划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四十城 四十年》——希

望，从这里出发”斩获专题类大奖。

据了解，《四十城 四十年》是中广联为纪念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采用联制联播方式摄制

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共有42个直辖市、省会城

市、地县级代表城市的广播电视台参与联合创

作，纪录片以光影刻画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42 座城市的蝶变。作品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年1月中旬在43家城市台及多家网络媒体

播出。

“《四十城 四十年》（滨海新区篇）——希望，

从这里出发”以贯穿新区南北的中央大道为主

线，选取四个标志性点位，以4个人物叶迪生、刘

晓程、朱学华、孟祥飞的故事为线索，呈现了改革

开放40年来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

试、为全国探路的故事，以小切口抒写大时代，从

身边事看见历史，激励新区广大干部群众为新时

代新梦想接续奋斗。

纪录片《四十城 四十年》
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

五中全会精神在新区

天津渤化集团 建设绿色高效化工企业集团

新区工会组织 做职工群众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区水务局 推动水务工作扎实有效落实

汉沽成人中专 完成好立德树人神圣使命

天津日
报讯 日前，

市委常委会

会议决定，

中共天津市

委十一届九

次全体会议

将 于 11 月

下旬召开。

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深入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

中 全 会 精

神，审议中

共天津市委

关于制定天

津市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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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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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参与
策划拍摄制作

寨上街坨南里社区与张家川镇
西城社区结成“友好社区”

千里视频连线
传达扶贫爱心

新区慈善协会解决东湾河村村民燃眉之急

农产品销售一空
消费扶贫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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