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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

政务服务工作站授牌仪式暨一汽-大众

汽车产业园区企业座谈会在一汽-大众

华北基地工程建设指挥部举行。在此次

活动中，一汽-大众汽车产业园、现代产

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及微电子工业区4

个园区政务服务工作站正式挂牌运行，标

志着经开区政务延伸服务进入新的阶段。

立足产业布局 延伸政务服务

记者了解到，立足于经开区“一区十

一园”的产业布局，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

能力，方便各园区企业就近办事，全力推进

经开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根据管委会相

关要求，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联合各园

区属地管理部门成立了政务服务工作站。

本着“企业到哪里，政务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的服务宗旨，正式运行后的政务

服务工作站将在充分调研园区内企业需

求的基础上，做好政务服务延伸、窗口前

移，开展业务咨询、辅导网报、接件办理、

证照发放等工作，助力各园区企业办事

“最多跑一次”。同时，工作站还将深度

介入园区招商服务工作，做好业务讲解、

政策宣传，打通政府服务企业的“最后一

公里”，实现“筑巢引凤、以商招商”，为项

目落地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前期，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

室与园区属地部门配合协作，系统开展

建站筹备工作，积极做好企业需求调研，

通过调查问卷、电话回访等方式，了解企

业实际办事需求。 （下转第三版）

天津经开区园区政务服务工作站授牌成立

“企业到哪里，政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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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单毅）记者从天津市电子协会

获悉，国内首个海量存储系统排行榜单——中国

海量存储系统 MassStor100 排行榜（以下简称

“MassStor100 榜单”）于近日发布。这也是国内

存储领域首个权威榜单，填补了中国存储权威评

测认证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榜单上，高

新区企业中科曙光在某科研院所部署的海量存

储系统ParaStor以有效容量72.35PB的成绩荣登

榜首。

首届MassStor100榜单收录了政府、科研、教

育、能源、医疗等十余个应用领域共计 35 套系

统。中科曙光、海康威视、宏杉科技、云信达、英

方软件等十余家国内主流专业存储及灾备厂商

榜上有名。其中，来自中科曙光的ParaStor和海

康威视的 DS-A 视频云存储分别以 72.35PB、

70.74PB的有效容量位列榜单前两位。

“目前国内存储领域厂商众多、各自为战，缺

乏权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和统一的评测标准。

该测评计量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国内存储产业做

大做强。 （下转第二版）

2 月 2 日上午，随着最后一片 50

米长的T型梁平稳落位，津石高速天

津东段十标段主体结构搭建工作圆

满完成，这标志着津石高速天津东段

十标段主线贯通。

据了解，由天津滨海新区高速公

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津

石高速天津东段工程，建设长度约

36.5 公里，东起南港工业区、西止于

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按区域划分为大

港段、独流减河大堤段、西青段三

段。其中，大港段的预制梁场标（十

标段）由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承建。

津石高速天津东段十标段项目

经理尚杰表示，该标段是该工程全

线施工组织最为复杂、施工工艺难

度最大、施工目标任务最重的标

段。随着主体结构的完成，未来将

开始铺设沥青、安装高速两侧安全

护栏等工作。

记者 戈荣喜 战旗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

2 月1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125次常务会议。区政府常务

会议成员出席。各开发区管

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和各街镇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滨

海新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配套制度。会议强调，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是党中央、国务

院推行的依法行政重点改革

任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的三个细则是贯彻实施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的配套制度，

是构成新区行政执法规范制

度体系四梁八柱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区各执法单位、执

法人员开展行政执法活动的

规范准则。要抓好业务培训，

围绕三个细则，组织好全区各

执法单位的业务培训以及相

关执法设备软硬件的配备和

使用，保证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执法队长、法制员、每

一位执法人员对制度规定一

清二楚、了然于胸，不断提升

执法的精准度、标准化。要抓

好规范执法，以三个细则实施

为契机，重点加强市场监管领

域、群众关注的社会管理领域

中存在突出问题的解决，强化

乱执法、乱作为问题整治，全

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

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努力打

造新区行政执法品牌。要抓

好监督落实，各执法单位一把

手要负总责，层层压实责任，人人明晰规范要求，

将三个细则落实情况纳入考核，强化日常监督，

定期调研评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快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滨海新区2020年国务院

教育督查组实地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会

议指出，此次国务院教育督查组实地督查的情况

反馈，进一步帮助新区教育工作厘清了问题和不

足，指明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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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标段主线十标段主线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2 月 2 日，滨

海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暨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召开，深入研究新区乡村振兴“十四五”

规划和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规划编制工作，以及 2021 年第一批“挂

图作战”任务，对今年农业农村重点工

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

书记连茂君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杨茂荣出席并讲话。

会上，各涉农街镇主要负责同志结

合区域实际，重点围绕乡村振兴“十四

五”规划和今年主要工作，讲思路、说想

法、谈举措。连茂君逐一分析点评，为各

街镇发展“把脉问诊”，开出“对症良方”。

连茂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努力开创新时代“三农”

工作新局面。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查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

的问题，剖析查找差距不足，全力补齐

农业农村短板，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

二是要坚持目标导向。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统

一，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总要

求的统一，坚持“两不愁三保障”和“两

宜、两高、两富”的统一，加快发展现代

都市型农业，努力推动新区“三农”工作

在全市、全国争一流、当先锋，以乡村振

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三是

要深化工作举措。高标准、高水平编制

区、街（镇）、村三级乡村振兴规划，同步

制定行动计划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书，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立足各街镇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聚焦主导产业，打造主题园区，努力实

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坚持项目为

王，拿出“三争”的劲头，进一步强化招

商引资，大力引进龙头领军企业，做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量；强化产城融

合，推动职住平衡，努力实现产兴城旺

人富。四是要强化工作保障。强化组

织保障，把乡村振兴作为一把手工程，

配齐配强专业力量；强化体制机制保

障，深入落实“街镇吹哨、机关报到”工

作机制，积极研究破解规划土地难题，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

置实现形式，建立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制度，深化街镇财税体制改

革，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强化能力保障，

加强对相关部门、涉农街镇、各村“两

委”干部和农村带头人的培训，积极引

育优秀人才，加强农业科技支撑；强化

要素保障，加大服务力度，夯实基层治

理基础；强化考核保障，完善监督考核

机制，充分运用“三考合一”指挥棒，切

实把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抓紧抓实抓

到位。

杨茂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

决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

坚持规划引领，加大乡村振兴投入，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抓住粮食

安全主动权，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加快美

丽乡村建设，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区领导张弢、马波、赵前苗、戴雷、

韩学武参加。

滨海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努力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连茂君主持 杨茂荣出席

就地过年 年味依旧
新春活动多
滨海科技馆奉上科普大餐

物资有保障
“绿色通道”保粮油供应稳定

春联有人送
新区图书馆邀您来领“福”

出行很安全
滨海西站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高法律意识
安全放心过年

提
醒

4 版
留得安心
玩得精彩

贯贯通通

区政务服务办为农村村居首次颁发商品房准入证

靠前服务助居民早圆安家梦

新北街道：
助老爱老 情暖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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