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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于1月13日上午在区委党校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连茂君、许红星、

车兴东、张弢、郭志寅、张长海、左凤伟、韩英、许红球在

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许红星主持会议。

大会主席团成员韩远达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10时30分，许红星宣布：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开幕。雄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在会场内响起。

区长杨茂荣代表区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十三五”时期工作回顾；2035年远

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与重点任务；2021年

主要工作。

杨茂荣说，“十三五”时期是滨海新区发展历程中极

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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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下，

紧紧围绕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和“五个现代化天津”建

设目标，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和“一

带一路”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

进高质量发展，较好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过去五

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成效

显著；二是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形成；三是新旧动能转换全

面提速；四是改革开放活力进一步释放；五是民生保障不

断加强；六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七是乡村振兴战略

扎实推进；八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杨茂荣说，按照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区委三届十

二次全会确定的远景目标，到2035年，滨海新区基本建

成综合实力强劲、社会文明和谐、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行区，“一基地三区”核心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双城”发展布局全面形成。

杨茂荣说，“十四五”时期是滨海新区加快实现国家

赋予的功能定位、落实“津城”“滨城”双城发展布局的重

要五年，也是开展“二次创业”、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五年。“十四五”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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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

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

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坚持“创新

立区、制造强区、改革活区、开放兴区”，加快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 （下转第四版）

区三届人大八次会议开幕
连茂君等在主席台就座 杨茂荣作政府工作报告 许红星主持并宣布开幕 韩远达出席

（2021年1月1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29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万荣华 王国良 尤天成 车兴东 左凤伟

卢 盈（女,满族） 许红星 许红球 李 刚

连茂君 吴寅秋 沈 蕾（女） 张长海

张 弢（女） 邵 兵 郑玉昕 赵金生 信佩春

洪世聪 宫 靖 夏青林 郭成报 郭志寅 续 光

韩远达 韩 英（女） 甄士东（女） 路长春

褚 斌

秘书长 郭志寅

连茂君 许红星 郭志寅 张长海 左凤伟

韩 英（女） 许红球

（2021年1月13日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 赵贤钰）1月13日下午，区

三届政协召开第三十四次主席会议。区政协主席韩远

达主持。区政协副主席刘华建、姜立超、杨金星、杨焕

香、蔡庆锋、张军武、马延和、张尔祥出席。（下转第四版）

区三届政协召开
第三十四次主席会议

韩远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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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会议

于1月13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举行预备

会议。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

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区三届人

大八次会议预备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

召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主持

会议。

许红星在会上宣布：区三届人大八

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大会

将于1月13日上午开幕。

许红星指出，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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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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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

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 （下转第四版）

区三届人大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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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城”建设、“十四五”开局、“先行

区”启航……2021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刚刚闭幕的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贯彻

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

发展格局，聚焦聚力“二次创业”，对加

快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

宜业美丽滨海新城作出全面部署，新年

起笔集结令，新春起步就冲锋！

绘就美好蓝图，要深悟“滨城”之

位。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

是市委、市政府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助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举

措。把希望放在“滨城”、把重心摆在“滨

城”、把力量聚在“滨城”——准确领会把

握市委、市政府这一战略意图，是我们投

身战略、融入战略、服务战略、实现战略

的关键所在。只有把建设美丽“滨城”作

为“一号工程”，心无旁骛，创新竞进，务

求“事功”，才能将“滨城”建设的机遇期

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先机、发展成果，

加快实现“滨城”功能定位。以“人民城

市、规划引领、经营城市、共同缔造、安全

发展”为要，以“创新立区、制造强区、改

革活区、开放兴区”为纲，锁定“滨城”坐

标，划定攻坚战场，倾力打造生态之城、

智慧之城、港产城融合之城、宜居宜业之

城，美丽“滨城”奋进之歌激情回荡。

实现宏伟目标，要担当“滨城”之

为。今年是新区“十四五”开局之年，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启航之

年。无论是现实路径还是远景目标，都

要瞄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不动摇，在

推进改革开放创新上当标杆、做示范、

拔头筹。我们深知，天津打造双城发展

格局，就是要放大“滨城”优势，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承载能力，成为吸引国内

外资源要素的新阵地，进一步增强区域

经济竞争力，以天津之为服务国家战

略。这既为“滨城”发展提供了更大舞

台，也对“滨城”作为提出了重要要求。

好风凭借，扬帆起航——以“二次创业”

的奋斗姿态启航，以“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启航，创造出更多

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的战例，开拓出更

多“拿地即开工”“一企一证”的范例，拼

搏出更多逐月向好、逐季向好的成绩

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百年……这，才是“滨

城”之为的应有之义。

从“新区”到“滨城”，有坚实基础、

有时代呼唤，有内生动力、有使命召

唤。“滨城”未来可期，奋斗一往无前。

“滨城”关键年 启航“先行区”
——二论贯彻落实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

■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评论员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1月13日下

午，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

君参加区政协三届六次会议委员联组

讨论。区政协主席韩远达主持。

连茂君看望了医疗卫生体育委员

会、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委员，并参

加联组讨论。郑春阳、郑月晨、尹波、周

冰、兰玉柱、崔如众、高贵玲、段红等委

员踊跃发言，围绕盘活闲置资源助力人

才引育、加强两岸技能人才和文化交

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大力发

展工业旅游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连茂君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

他说，各位政协委员作为各界精英，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以对新区发展高度负

责的态度，真下功夫、下真功夫，提出了

许多精辟、专业的意见建议。各相关部

门要认真吸收借鉴，推动落地落实。

连茂君指出，2020 年，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

击，新区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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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决策部署，上下同心、共同努力，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政协

委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建

言献策， （下转第四版）

凝神聚气 凝心聚力 凝才聚智 共同缔造美丽“滨城”
连茂君参加区政协委员联组讨论 韩远达主持

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会场 本组图片 记者 贾成龙 摄 许红星主持会议 杨茂荣作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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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谋发展
创新竞进再出发
新区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韩远达参加

政府工作报告
（摘要）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