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要闻 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责编：刘晗 校对：陈超 制作：王金刚Top News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东疆

保税港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实行企业化

管理，依照法定授权履行行政管理与服务

职责，现面向全国公开选聘管委会副主

任。公告如下：

一、各开发区简介及选聘岗位

（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于

1984年，是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主要经济指

标和综合发展水平在国家级开发区中持续

保持领先，现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外向型

程度最高、综合投资环境最优的国家级开

发区之一，拥有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石化与新材料、医药大健康、现代服务

业等高质量产业集群。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选聘副主

任1名，分管招商引资和产业促进工作。

（二）天津港保税区。设立于1991年，

由海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和临港经济区

组成，规划面积202.4平方公里，是中国（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区和中国重要的

临空经济区之一，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保税

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民用航

空、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海洋经济、人工

智能与信息技术等7大产业集群。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选聘副主任 1

名，分管财政金融和国资管理工作。

（三）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设立于1988年，2014年获批成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由华苑、海洋、渤龙湖和京津合

作示范区四个片区组成，形成了以信创产业

为首位度，以新经济服务业、生物医药、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为支撑的特色产业体系。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选聘副主任 2 名，其中分管经济运行工作

的1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1名。

（四）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设立于2006

年8月，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功能最全、政

策最优惠、开放度最高的保税港区，是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区，是中国北方国

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

区、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主导产业为融

资租赁、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等，飞机、船舶

等租赁资产规模超万亿。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选聘副主任

1名，分管自贸区建设工作。

二、选聘范围及资格条件

（一）选聘范围
面向全国公开选聘。

（二）资格条件
选聘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熟悉开

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工作，具备与职位相

匹配的任职经历和专业素养，市场感觉敏

锐，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开拓创新能

力、处理复杂问题能力。职业操守和个人品

行良好。同时还要具备以下任职资格条件：

1.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累计10年以上经济等相关工作

经历。

一般应累计担任下列职务 3 年以上：

中央企业总部内设部室或一级子公司的中

层正职（含相当职务）及以上职务，或省管

国有企业以及规模相当的其他大型企业总

部内设部室正职或一级子公司正职（含相

当职务）及以上职务，或规模相当的企业中

层正职及以上职务；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处级正职（含相当职务）以上职务。

特别优秀的，如任上述正职不满 3 年

的，应当在正副职岗位累计任职5年以上，

且担任正职不得少于2年。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

的年龄可适当放宽，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

身体条件。

4.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

要求。

5. 具体岗位任职条件详见：http://

bhxq.ciicjob.com

以上时间计算截至2021年2月。

三、选聘人员任期及薪酬待遇

（一）任期

选聘人员任期三年，任期期满考核合

格可以续聘。

（二）薪酬待遇
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并依据业绩兑

现年度和任期激励。

四、选聘程序

报名—资格审查—综合考核评价—考

察和背景调查—确定拟聘人选—体检—正

式聘任。

五、报名程序及相关说明

（一）报名程序
1. 报名时间：2021 年 1 月 26 日—2 月

26日17:30。

2.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

报名网址：http://bhxq.ciicjob.com

应聘者请登录报名网页，点击申请应

聘职位，使用个人邮箱进行注册，同时上传

个人证件和相关资料的扫描件，包括：本人

近期证件照、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干部

任免审批表、近三年工作总结或述职报告、

竞职报告（重点阐明自身优势、任职努力方

向和预期目标）、学历学位证书（如涉及国

外学历学位的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认证报告扫描件）、相关资格证书

（职称、专业成果及重要奖励）等。

3. 报名咨询：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报名咨询电话：

022-25202912，022-25203809，联系人：田

先生、朱女士。

天津港保税区报名咨询电话：022-

84906537，022-84906652，联系人：赵女士、

任女士。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报名咨询

电话：022-84806371，联系人：张先生、陈女士。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报名咨询电话：

022-25607509，022-25601339，联系人：龚

先生、庞女士。

（工作日时间：9:00-17:00）

（二）相关说明
1. 应聘者应对所提交应聘材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负责，如发现与事实不符，各

开发区管委会有权取消应聘资格。

2. 资格初步审查结果、面试时间地点

将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请应聘者提

供准确的邮箱地址并及时查收。

3. 处于立案审查期间的、党纪政务处

分影响期内或期满影响使用的不予选聘。

4. 我们对应聘信息及提交的应聘材

料严格保密，不做他用，恕不退还。公告未

尽事宜由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

2021年1月26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深化滨海新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

选人用人渠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全力推

动“十四五”时期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结合

新区现有区级机关有关部门情况，现面向全

国公开招选有关部门副职。公告如下：

一、滨海新区简介及招选岗位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地处环

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汇点，是

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行政区划面

积 2270 平方公里。下辖经开区、保税区、

高新区、东疆保税港区、生态城 5 个开发

区，21 个街镇，常住人口 248 万人。2005

年，滨海新区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并纳入

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

放的国家级新区；2006年新区正式上升为

国家战略，2009 年 11 月，国务院同意设立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区。

滨海新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天津

市发展的龙头、引擎和排头兵，面临大有可

为的重要窗口期和前景可期的战略机遇

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天津市委、市

政府倾力支持新区改革发展，2019年，国家

和天津市先后下发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的实施，为新区

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020年，滨海新区深

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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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开展“二次创业”，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果，经济社会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

（一）区委改革办副主任(1名)
区委改革办主要负责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等

方面重点课题调研。

（二）区发改委副主任（1名）
区发改委主要负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粮食管理等工作。

（三）区科技局副局长（1名）
区科技局主要负责科技创新、创新驱动

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系改革等工作。

（四）区工信局副局长（1名）
区工信局主要负责工业、工业信息化和

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中小企业发展等工作。

二、资格条件及薪酬待遇

（一）资格条件
招选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熟悉经

济改革和创新发展工作，具备与职位相匹

配的任职经历和专业素养，市场感觉敏锐，

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处

理复杂问题能力。职业操守和个人品行良

好。同时还要具备以下任职资格条件：

1.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累计5年以上经济等相关工作

经历。

一般应累计担任下列职务 2 年以上：

中央企业总部内设部室或一级子公司的中

层副职（含相当职务）及以上职务，或省管

国有企业以及规模相当的其他大型企业总

部内设部室副职或一级子公司副职（含相

当职务）及以上职务，或规模相当的企业中

层副职及以上职务；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处级副职（含相当职务）及以上职务。

新区急需、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

件，需担任科级正职（含相当职务）3年以上。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的年

龄可适当放宽，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

要求。

5. 具体岗位任职条件详见：http://

bhxq.ciicjob.com

以上时间计算截至2021年2月。

（二）薪酬待遇
按照公务员统一工资标准执行。

三、招选程序

报名—资格审查—综合考核评价—考

察和背景调查—确定拟任人选—体检—正

式任职。

四、报名程序及相关说明

（一）报名程序
1.报名时间：2020年1月26日—2月26

日17:30。

2.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报名网址：

http://bhxq.ciicjob.com

报名者请登录报名网页，点击申请报

名职位，使用个人邮箱进行注册，同时上传

个人证件和相关资料的扫描件，包括：本人

近期证件照、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干部

任免审批表、近三年工作总结或述职报告、

竞职报告（重点阐明自身优势、任职努力方

向和预期目标）、学历学位证书（如涉及国

外学历学位的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认证报告扫描件）、相关资格证书

（职称、专业成果及重要奖励）等。

3.报名咨询：

咨询电话：022-65306198，65251358，

联系人：马女士、陈先生

咨询网址：

https://www.tedahr.com/ZZB/index.

aspx?s=1

（工作日时间：9:00-17:00）

（二）相关说明
1. 报名者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如发现与事实不符，区委组织

部有权取消资格。

2. 资格初步审查结果、面试时间地点

将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请报名者提

供准确的邮箱地址并及时查收。

3. 处于立案审查期间的、党纪政务处

分影响期内或期满影响使用的不予任职。

4.我们对报名信息及提交的报名材料

严格保密，不做他用，恕不退还。公告未尽

事宜由区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
2021年1月26日

滨海新区面向全国公开招选区级机关
有关部门副职公告

滨海新区四个开发区面向全国公开选聘
管委会副主任公告

我要牵着你的手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龙江省宁

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热爱读书，关心

国家大事，父亲带回宣传十月革命的俄文

小册子，让马骏逐步接触到新思想。他和

杨秀蓉结为夫妻后，不论走到哪，都紧紧

牵着杨秀蓉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说，虽然

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是对爷爷的信任和

依赖。”马丽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蓉这个名

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多妇女随夫

姓，杨秀蓉曾被唤作“马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这样的

习俗，不仅给妻子起了名字，家里的女眷

都被他重新拟了正式的名字。“男女平等，

我们要尊重女性。”马骏说。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了东北

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

事地下工作。夫妻聚少离多，天津、北京、

吉林……远赴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马骏，

常常是悄无声息地离家、归来，如此往复。

即便是短暂的欢聚，也难掩这位共产

党员对孩子的爱。留着大胡子的马骏，每

次回来都要抱着孩子亲昵好久，硬硬的胡

茬总会惹哭孩子。“奶奶和我讲，爷爷看见

孩子，‘死稀罕死稀罕’。”马丽颖温情地说。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天津，

学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正在天津南开学

校求学的马骏，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为

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

市”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本来已经同意罢

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压力临时反悔。

马骏听到这一消息，迅速赶到商会，要求

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问马

骏：“马同学家在天津否？在天津有财产

否？在天津有家眷否？”马骏均回答：“没

有。”张姓商人又问：“马同学家不在天津，

在天津也没有财产，可知道罢市给我们商

人带来的损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张姓商

人：生命和财产哪个重要？张姓商人回

答：当然是生命。马骏激昂地说：“马骏在

天津既无家眷也无财产，但有生命在此。

今天我就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一个大木

柱，当场头破血流，晕死过去。在场的商

人们大惊失色，深受感动，会长当即表示

立即恢复罢市。天津的革命运动掀起新

的高潮。

别管我别管我，，让我和他们让我和他们““骨碌骨碌””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中

共北方区组织被严重破坏。正在莫斯科

学习的马骏奉调回到北京，负责恢复党组

织工作。当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

不幸被捕。消息被秘密传到宁安，杨秀蓉

带着刚满3岁的小女儿，当掉所有家当，

急匆匆赶往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个胡同

外，一位女子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小女

孩托举到高高的铁窗前。“看得到吗？”杨

秀蓉在外面喊。“看得到。”阴暗的监牢传

来马骏嘶哑的声音，却难掩开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咱俩就

能在屋里见面，我也能抱抱孩子。”马骏隔

着一道墙和杨秀蓉大声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短暂的

团聚，让阴冷的监牢里多了些温暖，马骏

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当杨秀蓉提出用钱

“疏通”把马骏赎出去时，可没想到，这一

提议被他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今

后能过上好日子。”马骏说，“你要好好教

育孩子，不要乱花钱，别管我，让我和他们

‘骨碌’（纠缠的意思）。”句句叮嘱，在杨秀

蓉听来，却是锥心之痛。她知道，这一别，

也许就是永远。

1928 年 2 月 15 日，马骏英勇就义。

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马骏还在用洪钟一

样的声音不停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长长的胡须随风飘舞，他正义凛然，面无

惧色。

“爷爷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为了人民，他不惜牺牲生命。”马丽颖说，

“他的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勇敢

前进！” 新华社记者 段续 徐子恒

来生再牵你的手
——忆黑土地上的播“火”者马骏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近日, 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市分公司在天津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战略合作关系的确立将促进双方在邮政

枢纽的建设、货运航线航班的开通、国际货邮

的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国家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定位是“区域

枢纽机场、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和国家综合

交通枢纽”。为了推动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的建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原货运公司重组

成为天津滨海国际航空物流有限公司，争取逐

步实现全方位、链条式的货运服务。此次与中

国邮政集团天津分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

促使双方资源互补，为民航运输业与邮政行业

的协同发展奠定基础，为生产企业、邮政企业

及航空运输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营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推动航空运输业与邮政行业的深

度融合，做大做强天津市航空货邮市场。

天津机场牵手中国邮政
推动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建设

时报讯（记者 战旗）日前，市金融局会同

经开区金融局、经开区科技局及平台运营机构

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天津

OTC”）在经开区组织召开了本年度首场“津

心融”融资对接会。会上为17家科技型企业

介绍平台功能，同时邀请入驻平台的金融机构

浦发银行、泰达租赁和盛业保理为参会企业宣

讲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拓展了企业融资渠

道。3家企业与浦发银行当场达成融资意向。

会后，市金融局将协同天津OTC为所有

参会企业提供持续、精准的金融服务。

今年首场“津心融”融资对接会
帮17家科企拓展融资渠道

一尘不染的长袍，油亮整齐的
头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毅的
面庞，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父马骏
永远的青春形象。

他有至真至纯的深情和忠诚；
他有烈火般燃烧的执着和

激情；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

第一位共产党员；
他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走

呼号；
他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65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集

祖父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事，把
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百年前，去见证
这位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