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恒银金

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江浩然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

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

会，听取了广大企业家对‘十四五’时期

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各行各

业企业家的重视。今年，我们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各级政府大力出

台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给广大

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如今，‘十四

五’规划建议给了我们不断进步的动

力。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从事

着与民生有关行业的企业家，我将责无

旁贷地担当起企业家责任，坚决落实‘六

稳’‘六保’要求，努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将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天津临港港务集团职工周海宝说，

“十四五”规划建议非常鼓舞人心。作

为一名一线工作者，要充分履行新时代

工人使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企

业多做实事，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作

为一名 80 后，要发挥优势，勇于担当历

史使命，立足岗位，勇于奉献。同时还

要加强学习，提升专业技能。掌握高超

的技艺没有捷径，靠的全都是自己苦

练。“今后我将带领团队踏实严谨做好

港区设备设施安全、高效、节能、创新等

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努力为港口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周

海宝说。

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干部刘芳说：

“通过媒体平台和平时的理论学习，我了

解到，为了体察民情、科学合理决策，习

近平总书记自7月份以来连续前往吉林、

安徽、湖南、广东等多地考察，认真倾听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的呼声建

议。”刘芳感慨道：“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

作者，我要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求真务

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充分认识紧密

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在新形势下努力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切实从职工群众的

利益出发，做实事、做好事，做职工群众

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记者 张伟婷 张品

新区各级工会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做职工群众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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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连续三年荣登
“天津服务业企业100强”榜单

近日，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公布了《2020
年度天津市制造业企业100强及服务业企
业100强榜单》，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凭借
良好的经营状态及强劲的综合实力连续
三年荣登“天津市服务业企业 100 强”榜
单，位居第61位，排名较去年上升1位。

本次评选根据企业自愿申报原则，按
照国际惯例和中国 500 强排序规则，以
2019年企业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经企业
主管上级或审计部门确认，市企联、市企
协核实，最终确定入选企业。根据2019年
统计数据，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营业收入
19.16亿元，资产总额10.41亿元，员工总数
399人。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定会以再度荣登天津
市服务业企业100强为契机，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打开脑袋上的津门，创新工
作思路，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主动有为、主
动作为，努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 金芃羿、李楠 广告

遗失声明
群英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581316483G，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顶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559491242M，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连日来，滨海新区水务局组织开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

密结合实际，创新学习方式方法，努力

提高学习质量和效果，有效推动水务各

项工作持续有力发展。

区水务局的基层工作者王雅博在

塘沽农村水利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工程

现场安全工作，他常常前往中心建设管

理的多个项目工地检查工程的质量和

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这次也提

出了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生态

平衡，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们农村水利

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中心桥引河泵站新

建工程，它是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重

点工程，中心桥引河泵站工程能够保证

解决这片区域的排涝问题。工程建成

后，通过两条穿海河底的管道，能够将

海河以北的水源输送至海河以南片区，

将极大改善海河以南的水生态环境。”

王雅博告诉记者。

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过程中，区水

务局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在水环境治理、水

务民心工程、供水排水等工作中，充分

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先后有30多名党员干部连续1

个月没有休息，带领职工深入现场检查

工程质量，有效推动了水务各项工作的

扎实有效落实。 记者 贾磊 魏薇

近日，滨海新区汉沽区域关工委秘

书长，天津市离退休老干部宣讲团、滨

海新区基层理论宣讲团成员张励军走

进滨海新区汉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开

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宣讲会上，张励军老师以《奋力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认真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为题，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公报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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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

要特点、如何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滨海新区汉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党支部书记邓勇说：“张老师的讲解内

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为我们今后继

续深入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全会指出，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

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其中的教

育强国更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

努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是要牢

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始终坚持以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引领，勇挑重

担，奋勇争先，用心、用情、用力，完成好

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的神圣使命，为加快建设生态、智

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

城贡献新区教育工作者的力量。”

记者 董欣 梁洪东

近日，市国资系统首场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天津渤海化

工集团举行。天津渤化集团、国资委办

公室党支部及中新药业销售党支部的党

员干部和职工代表70余人参加。

宣讲报告会紧紧围绕“深刻认识我

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义、有利条

件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2035年远景目

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

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牢牢把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为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而团结奋斗”等主题，紧密结合天津国资

国企实际，深刻阐述了全会的重大历史

意义、重要理论成果和“十四五”规划的

思想精髓。

宣讲报告会在渤化集团引起强烈反

响，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田云生表示，这次主题宣讲为集团全体

干部职工进行了很好的学习辅导，将在全

集团迅速掀起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潮，以学

习成果推动集团整体工作，结合2035年远

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科学谋划集团公

司的“十四五”规划，结合“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高

效的化工企业集团，为天津市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渤化力量。 记者 战旗

“谢谢爱心人的帮忙，村里的红薯

销售一空，农民一年的辛苦收成有了着

落，心里也踏实了。”日前，小王庄镇东

湾河村村民给滨海新区慈善协会打来

电话，感谢滨海新区慈善协会实施精准

扶贫，缓解受疫情影响的困难村农户经

济压力。

近日，根据《滨海新区2020年扶贫

日活动计划》要求，新区慈善协会围绕

“津城献爱心、精准助脱贫”主题消费扶

贫活动，立足新区慈善资源和协会影响

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战中

的积极作用，通过帮助困难村售卖特色

农产品，促进消费扶贫，提升市场消费

与对口扶贫的良性互动。

新区慈善协会首先在涉农街镇填

报的《各级困难村情况调查表》的基础

上，结合“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开展

农产品居民需求问卷调查，最终经实地

考察调研，选定市级困难村东湾河村作

为帮扶试点，签订《结对帮扶意向书》，

制定《2020 年扶贫活动实施方案》。同

时向协会全体会员发出倡议，推介东湾

河村特色农产品，推动消费扶贫。

截至目前，消费扶贫成效明显，新

区慈善协会爱心企业会员及个人会员

积极订购，销售特色玉米8200穗、“西瓜

红”红薯 10300 斤，至此该村农产品已

全部售罄，并配送到位，实现销售额 4

万余元。明年，新区慈善协会将总结

帮扶经验，复制推广到区内有需求的

困难村，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助力困

难村奔小康。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谢谢远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叔叔阿

姨们给我们寄来的文具和衣物。今后我

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叔叔阿

姨们的心意。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去天

津滨海新区看望你们！”日前，甘肃省天

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幼儿园的小

朋友李梓萌、朱香凝、马肇旸通过视频连

线，表达了收到文具的喜悦。视频中，装

满学习用具的文具盒和御寒的棉袜、毛

线帽是寨上街坨南里的叔叔阿姨们寄给

孩子们的礼物。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

脱贫攻坚，寨上街坨南里社区坚持“抓好

党建促脱贫、脱贫攻坚促党建”的思路，

以党建共建的形式，与张家川镇西城社

区结成“友好社区”关系，通过党建引领

促脱贫、文明实践传经验、结对帮扶献爱

心，实现了两地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

同发展。

在共建仪式活动现场，寨上街坨南里

社区居委会主任姜丽杰和张家川镇街道

办副主任杨小荣、张家川县第二幼儿园园

长张燕等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沟

通。寨上街坨南里社区与张家川镇西城

社区代表分别向大家介绍了两社区的基

本概况和工作进展情况，并就开展长效互

助工作达成了共识。被捐助单位张家川

县第二幼儿园园长张燕对坨南里社区为

幼儿园小朋友捐助文具与衣物一事表示

了感谢。本次共建仪式以视频连线沟通

的方式进行，彰显了两社区之间的深厚情

谊，创建了基层组织跨地区合作共建的经

典模式。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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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刘军）日

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凤伟带领执法检查

组对新区贯彻落实《天津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区人大城建环保委部分

委员，区环境局、区住房建设委、区公安局交管

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左凤伟一行先后深入天津市华阳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新港四号路机动车遥测门站、

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工地

现场，听取关于实施《条例》情况的报告，实地

察看了检测中心机动车检测、遥测门站路检路

查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纳入编码管理等情况，对

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并提出意见建议。

左凤伟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

《条例》实施的重要意义。要完善目标，努力实

现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

海新城奋斗目标。要明确任务，认真梳理问

题，抓紧落实整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杜绝

事故发生。要层层落实责任，严格按照《条例》

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政府部门的监管责

任、属地责任，相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做到有效

衔接。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监督，突出

检查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方式方法，形成

监督合力，推动《条例》真正落实落地。

时报讯（记者 刘雁妮）“金龙鱼杯”2020年

滨海新区烹饪大赛暨“十大餐饮名店”“十大团

餐机构”“河海两鲜招牌菜”评选活动将于2020

年11月20日在滨海新区听潮海鲜河北路店举

行。本次大赛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商务和投

资促进局主办，天津市滨海新区烹饪协会承办。

据承办方天津滨海新区烹饪协会主要负

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旨在推广餐饮行业科学管

理精神，树立品牌企业榜样，倡导全区餐饮企

业践行创新发展，健全餐饮质量管理体系、监

督体系和标准体系，丰富餐饮文化内涵，提高

滨海新区餐饮行业管理水平，打造高标准菜

品、高品质服务和优质就餐环境，促进高素质

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壮大，扩大滨海新区餐饮品

牌知名度。

滨海新区烹饪大赛即将开赛

扩大新区餐饮品牌知名度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日，中沙（天津）石

化有限公司到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赠送写有“优

质高效服务·主动担当作为”的锦旗，并送来感

谢信，感谢公司在中沙石化110千伏客户变电站

送电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和优质服务。

据了解，为保障中沙聚碳酸酯项目按期投

产送电，国网天津滨海公司坚持精准施策，开

辟绿色通道，实施“一户一策”管家式服务，从

送电时间、电能质量、综合能源、重要负荷等四

个维度精准把握客户需求，按需求排定用户工

程及配套电网工程里程碑节点计划。

据悉，中沙聚碳酸酯项目是继天津百万吨

乙烯、千万吨炼油项目建成投产后，中国石化与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在天津投资建设的又一个大

型石化项目，项目采用沙比克先进的非光气熔

融法技术生产聚碳酸酯，年生产能力26万吨。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向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赠送锦旗

优质高效服务 主动担当作为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条例》执法检查

加大执法力度 严格依法监督

连日来，滨海新区各级工会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全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描绘了新的蓝
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为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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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砖加瓦。

天津渤化集团

建设绿色高效
化工企业集团

滨海新区水务局

推动水务工作扎实有效落实

汉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完成好立德树人神圣使命

张家川的小朋友展示收到的礼物张家川的小朋友展示收到的礼物 村民运送收获的玉米村民运送收获的玉米

保持敢闯敢试勇气 激发“二次创业”斗志

（上接第一版）生态城干部群众表示，将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中新合

作优势，深入实施“生态+智慧”双轮驱动

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

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合作美丽滨

海之城。

东疆保税港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将在大讨论中更新理念，汲取改革奋

进的磅礴力量，推动东疆开启新征程、谱

写新篇章。在新的发展阶段，将加快建设

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通过延伸产业链

条、完善产业生态、巩固拓展产业优势，把

东疆保税港区租赁产业特色擦得更亮，推

动租赁产业引领全国、走向全世界。东疆

保税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拿出东疆的

劲头，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锤炼发展眼

光，从改革创新中汲取发展能量，不断汇

聚集成创新优势，为建设生态、智慧、港产

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贡献东

疆力量。

高标准组织实施
着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本次大讨论活动突出问题导向，重点

围绕如何保持超越自我、勇于创新的闯

劲，如何保持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胆

识和勇气，如何保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向改革要动力的锐气三个方面展开。天

津港保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开展讨论，提出滨海新区、保税

区或本部门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意见建议。特别是面向机关全体干部、雇

员，对标深圳、浦东等先进地区，对保税区

实现创新发展提出建议，并对这些“金点

子”进行评选。此外，天津港保税区将针

对大讨论活动中发现的影响和制约思想

解放的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和长效机制，

并将好建议、好对策吸纳进天津港保税区

发展工作中。

随着大讨论活动在滨海新区全面

启动，高新区迅速安排部署，动员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打开脑袋上的“津门”，坚持创

新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升级版”，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展现更大作为。高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以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高新区将坚持以创新作为发

展的第一动力，紧抓改革开放创新“根”

与“魂”，对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天

津市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战略引擎”

定位，聚焦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积极做

好新动能引育工作，加快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力争在“十四

五”期间打造信创产业和新经济服务业

两个 1500 亿产业集群。高新区将以此

次大讨论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改革开

放创新的闯劲、胆识和勇气，持续深化

体制机制创新，认真谋划高新区未来发

展蓝图，在助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为建设生态、

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

新城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