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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国勋赴天津港调研

天津日报讯（记者 米哲）7 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赴天津港调研
座谈。
海风拂面、水鸟翔集，广阔航道、碧
浪滚滚……廖国勋首先来到太平洋集装
箱码头公司，察看天津港总体规划、航线
分布、岸桥智慧化改造等情况。随后廖
国勋登船赴国际邮轮母港，沿途了解航

道建设、邮轮业务、岸线开发等，希望坚
定信心、做好准备，不断拓展航线，丰富
旅游资源，让更多游客在津吃得好、玩得
美、留得下，
有力促进区域消费。
廖国勋在座谈会上强调，港口是天
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为
我市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
支撑。我们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天津港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
根本遵循，深刻领会践行总书记的殷切
嘱 托 ，志 存 高 远 、心 怀 全 局 ，充 分 发 挥
“两个扇面”作用，做强海港空港“双枢
纽”，全力以赴支持天津港打造志在万
里的世界一流港口。要坚持“大账”
“细
账”一起算，精心谋划推动，把港口建设
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围绕绿色可持续，强化数据赋能
应 用 ，做 好 智 慧 港 口 、绿 色 港 口 大 文
章。要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从政策机
制上研究激励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天津
港集团非经营性负担，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
副市长孙文魁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
松参加。

推进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带领广大退役军人为美丽
“滨城”建设建功立业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4 月 7 日，
市委
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深入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调研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协调推动解决有关
问题，
推动全区退役军人工作再上新台阶。
连茂君先后来到塘沽街退役军人服
务站和新区退役军人之家，走进荣誉室、

活动室、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等处，看望慰
问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人员，认真了解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权益维护和双拥创建、
优抚安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对
退役军人事务的意见建议，勉励大家加
强学习、提升本领，做懂政策、有经验、充
满爱心和耐心的行家里手，用心用情做

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工作，让退役军人
切实感受到家的温暖。
连茂君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组建以来，不断健全工作体
系，夯实工作基础，创新工作举措，扎实
做好优抚安置、关心关爱、服务保障等各

项工作，为新区退役军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连茂君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全面建设美丽“滨城”的关键之年，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的重要论述，
（下转第二版）

时 报 讯（记 者 陈 西 艳 张
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百年党
史中汲取智慧和奋进力量，4 月
11 日，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以
下简称“融媒体中心”
）将正式启
动“讲述经典故事、感悟红色力
量——百年党史 滨城诵读”线
上线下系列活动。此次活动将
从 4 月中旬持续至 10 月，在为期
约半年的时间里，
融媒体中心将
组织滨海新区各行各业的优秀
党员、先进典型及融媒体中心播
音员、主持人，深入街道、社区、
学校、文化场馆、港口、企业等
地，
以“诵读党史”
的形式讲述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史中的经典
故事和现实体会，
鼓舞全区人民
奋斗新时代，积极投身美丽“滨
城”建设的精气神。届时，融媒
体中心将通过开设津滨海客户
端新媒体互动栏目、制作广播电
视专题节目等进行全媒体展示。

启动仪式将全程网络直播

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高新区 对企业提前进行精准预约
东疆 大力开展疫苗接种宣传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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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 流动接种点方便工人接种

▲ ▲

保税区 三个移动接种点同步启用

筑牢免疫屏障 实现“应接尽接”
▲ ▲

▲ ▲

经开区 新增MSD楼宇作为接种场馆

新区各开发区各街镇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版

连日来，滨海新区各开发区、
各街镇多措并举
引导辖区居民、
企业职工积极接种疫苗，共筑群体
免疫屏障，
保障全民健康。

各街镇 全力保障疫苗接种高效有序

四月“滨城”
海棠盛放
记者从泰达绿化集团了解到，目
前，
“ 滨城”海棠花进入盛花期，仅经
开区便有多处观赏海棠花的好去处，
如泰丰公园、相安路、泰达植物资源
库揽春园、劳动公园（第五大街与睦
宁路交口）、泰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周围、南海路第八大街至第十二大街
段等。
记者在泰丰公园西侧看到，这里
西府海棠姿态娉婷，
红粉相间，
随风摇
曳。据泰达绿化集团东区管理部工作
人员杨林介绍，目前泰丰公园西侧草
坪周边、花园街南侧集中种植了大面
积的海棠，公园东侧小湖两侧也有部
分海棠。泰丰公园的海棠于 4 月 3 日
左右初开，
在天气条件较好的情况下，
海棠花期通常为 10-12 天。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将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新区
“乡村振兴公益大集”
将百姓所需送到家门口
东疆海关关员变身教师
为学生讲授有趣的生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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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十四五”规划纲要解读之七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特色区

滨海新区 42 个老旧小区将启动改造
时报讯（记者 戈荣喜 战旗）日前，
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招标公告发布，2021 年新区 42 个老旧小
区将启动改造，涉及塘沽区域老旧小区
21 个、汉沽区域 14 个、大港区域 7 个。
本次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将对塘沽区域 21 个小区进行提
升改造，涉及吉安里 3#-12#、文安里、
宏达园、中心北里、广达商城、堰宾里、

据了解，在 4 月 11 日举行的
“百年党史 滨城诵读”
活动启动
仪式上，
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诵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部分章节，
讲述张太雷参与早期革命的故
事，与现场观众分享个人感悟。
同时，
启动仪式上还将表演主题
快闪、童声合唱等节目，并邀请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滨海新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天津市著名播音艺术家等各行
业诵读代表朗诵《有一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通
过场内外互动的形式组织滨海
新区多个行业、团体进行党旗
下宣誓。
届时，
津滨海客户端将对启动仪式进行全程
网络直播，受众可通过手机客户端观看，共同在
红色资源中汲取营养，
知党史感党恩。
（下转第二版）

新区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自
身优势解决百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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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建设美丽乡村

版

讲述党史故事 感悟红色力量

连茂君深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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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融媒体中心﹃百年党史 滨城诵读﹄活动将启动

志存高远不负嘱托 打造世界一流港口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42 个老旧小区将启动改造，涉及塘沽区域老旧小区 21 个、汉沽区域
14 个、
大港区域 7 个。
珠江里、福建里、福建西路、永康里、向
阳里、远洋里、安阳里、西 1 栋和西 2 栋
教师楼、朝阳公寓、近开里、临开里、千
间、广开里、河口街 1-3 栋、建港里。改
造建筑面积约 92.23 万平方米。改造主
要涉及 17 项改造事项，包括消防、电梯、

甬路（井盖）、路灯、二次供水、排水、电
力、围墙、阳台、外檐、楼道、严损房屋、
屋面防水 13 项安全功能类问题，外檐整
体粉刷和对讲门、楼道窗、绿化整修 4 项
提升改造类事项，以及与小区直接相关
的垃圾处理、停车场、活动场地、市政配

套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总投资额约
24675 万元。
改造工程项目将对汉沽区域 14 个小
区进行提升改造，涉及中阳里、前坨里、
咸阳里、后坨里、瑞田里、安阳里、牌坊东
里、福顺东里、铁坨里、秦台里、星达里、
泰安里、五羊里、三明里、八仙里，改造建
筑面积约 54.03 万平方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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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天津基地揭牌
资本市场服务周启动
时报讯（记者 战旗 张惺卓）记者 4 月 7 日从
天津市金融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获悉，4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市金融局共同举
办的天津资本市场服务周正式启动。同时，
深圳
证券交易所天津基地揭牌。
启动仪式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天津市金融
局、天津证监局、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即天津 OTC）
签署了《关于共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基地协
议》。该基地的设立为我市企业加强与资本市场
的联通互动提供了重要平台，
是利用资本市场助
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未来，
基地
共建方将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优质市场资源，
提
供形式多样的综合性资本市场服务。
仪式结束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专家围绕资本
市场改革、创业板规则等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专题
培训。服务周期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天津市金
融局还将在津深两地举办多场培训、座谈、调研
活动，推动我市企业积极拥抱资本市场，创新升
级，
跨越发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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