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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新区各街道社区主动作为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开展

疫苗接种 温情处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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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工作做细做精 微小举动显温情

老人无法预约接种 志愿者连夜帮忙太贴心

接种疫苗有困难 主动接送解民忧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

党的领导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对中央企业进一步把加强党的领导和

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5月28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召开区政府

第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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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滨海新区

行政执法监督考核指标体系。会议强调，

修订考核指标体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的具体举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

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进一步规

范执法工作、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不断弘

扬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思维，严格执行考

核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升全区行政执法水

平。要用好行政执法监督考核指标体系

这个指挥棒，通过有效执法、高效执法、规

范执法，最大限度解决社会面和人民群众

关注的问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群

众满意度。要找准执法重点，做到“对重

点领域管住管好，对一般领域无事不扰”，

全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提

升行政执法水平为抓手，深入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落实创建任务，

咬定创建目标，确保创则必成、创则必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政府召开第136次常务会议
杨茂荣主持

时报讯（记者 于馨然）由滨海新区

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办的第七届滨

海新区道德模范颁奖暨“迎庆建党百年

百场道德模范事迹宣讲”启动仪式日前

在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举行。颁奖典礼

上，滨海新区第七届道德模范的感人事

迹以视频形式在大屏幕上逐一展现，王

磊等道德模范还进行了宣讲。他们的事

迹深深感动着现场观众，并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榜样的引领力和感召力。

活动现场，颁奖典礼突出庄重感、荣

誉感、仪式感，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五个篇章，通过播放短片、现场访谈、致

敬礼赞、颁发奖杯等形式，生动展示了各

位道德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突出贡献

和崇高精神，鲜明树立了德者有得、好人

好报的价值导向，对进一步提升人民道

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

据悉，本次活动共评选出了25名第

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及 271 名“滨海

好人”。其中包括烈火中徒手攀爬二

楼、勇救 87 岁老人的外卖小哥常泽林，

赴汤蹈火守护人民安全、只身爬进冰窟

救人的消防员王磊，侍奉久病公婆的好

儿媳、捐肾救女的好母亲王金俊，十年

如一日照料瘫痪工友的好心人王兆霞，

紧急生产消毒液捐赠疫情严重地区的

企业带头人衣龙欣…… （下转第二版）

新区举办第七届道德模范颁奖暨“迎庆建党百年 百场道德模范事迹宣讲”活动

新区25名道德模范和271名“滨海好人”受表彰
■ 本次活动分为“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
爱亲”五个篇章，通过播放短片、现场访
谈、致敬礼赞、颁发奖杯等形式，生动展
示了各位道德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突
出贡献和崇高精神，鲜明树立了德者有
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对进一步提
升人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 活动共评选出了25名第七届滨
海新区道德模范及271名“滨海好人”。
其中包括烈火中徒手攀爬二楼、勇救87
岁老人的外卖小哥常泽林，赴汤蹈火守护
人民安全、只身爬进冰窟救人的消防员王
磊，侍奉久病公婆的好儿媳、捐肾救女的
好母亲王金俊，十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工友
的好心人王兆霞，紧急生产消毒液捐赠疫
情严重地区的企业带头人衣龙欣。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全国 12315 平台共

接收儿童用品投诉举报 5.16 万件、同比增长

152%，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223.03万元、对消费者举报案件的罚没金额

达21.66万元。

这是记者30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市场

监管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司长庞锦介绍，下一

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进一步夯实平台对网售儿

童用品的日常管理责任，具体采取几方面举措：

——健全网络交易监管规则制度，推动落实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建立平台企业合规报告和

风险评估制度，督促平台企业加强合规制度建设。

——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关系民生的重要商

品和服务领域，聚焦网络交易监管领域社会最关

注的违法行为，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发挥“以案释法”的作用。

——鼓励和引导电商平台建立和完善赔偿

先付制度，积极引导和督促电商平台设立和完善

“消费维权服务站”，健全消费纠纷和解与消费侵

权赔偿等制度。

——积极推进12315体系建设，完善全国12315

平台功能，创新在线消费投诉、举报的技术手段。

市场监管总局：

今年来儿童用品投诉
挽回经济损失223万元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日前，滨海新区2021

年“友善之星”活动展示与总结暨推动学校新时

代关心下一代工作会在塘沽教育中心召开。58

个学校的关工委被认定为天津市教育系统“五

好关工委”，525名中小学生被授予“友善之星”

称号，115名相关教师和德育工作者受到表彰，

12个单位获得“友善之星”优秀组织奖。

2021年“友善之星”活动是滨海新区关工委

中部区域关工委主办的“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一。据悉，滨海新区塘沽

第二中学关工委等58个学校的关工委被认定为

天津市教育系统“五好关工委”，滨海新区塘沽

二中心小学王硕程、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俞

浩祺等525名中小学生被授予“友善之星”称号，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刘新欣等115名相关教

师和德育工作者受到表彰，滨海新区塘沽朝阳

小学等12个单位获得“友善之星”优秀组织奖。

滨海新区关工委副主任、中部区域关工委

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各校关工委将加强对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和重视程度，巩固健全一支

规范的关工委队伍并保持其稳定性，把关心下

一代工作纳入学校的基本工作程序。

新区 525 名中小学生
被授予“友善之星”称号

时报讯（记者 单毅 朱绍祥 王鼎
鑫）作为国内运动医学领军企业，天津立

远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立

远医疗”）自落户天津港保税区以来，深

耕骨科植入物领域运动医学医疗器械产

品的设计开发。近日，立远医疗运动医

学产研基地在保税区正式投入运营，产

品预计下半年投入市场。

“落地保税区后，我们在有源工具和

植入物两个方向已申报专利9个，开发出

适用于肩、肘、腕、膝、足踝的产品10余

个，包括射频等离子消融系统、动力刨削

系统、带线锚钉、带袢钛板、界面螺钉、半

月板缝合系统等等。”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梓 贾成龙）日前，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企业中科蓝海（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共同构

建产学研联盟的创新体系，共同推进双

方全面技术合作，形成专业、产业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努力实现

合作共赢。

双方合作挂牌“天津科技大学食品

智慧保鲜科普基地&中科蓝海（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基地”，将搭建青少年科

学实践和创客平台，完善青少年科学教

育课程体系； （下转第二版）

立远医疗运动医学产研基地在保税区投运
填补骨科植入行业高端运动医学细分领域空白

中科蓝海与天津科大食品学院共建科普基地
搭建青少年科学实践和创客平台 3 版

针对纳税人缴费人关切点举办专题培训

财税联合“解惑”
精准服务企业

弥足珍贵的工作台历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高新区着力构建
高能级服务体系

5月28日晚，2021泰达夏

日艺术季震撼回归。本届泰

达夏日艺术季以“悦见·城市

星光”为主题，进一步落实“共

同缔造”理念，联合新区优质

社会资源，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切实促进多业态复苏发

展，持续推进“以节促市”经济

发展模式，不断擦亮高品质、精

致化、全领域的文化创意品牌，

让居民共享“滨城”发展红利，

辐射带动“滨城”夜经济商圈，

全力助推美丽“滨城”建设。

灯光秀现场，沉浸式光影

秀、网红草地互动活动多点位

立体布局、多元化亮点频出，实

现艺术“联姻”商业、文化“牵

手”科技，全面激发区域活力，

为广大居民游客营造夏日缤纷

文化艺术氛围。（下转第二版）

艺术 商业
激活 夜经济

“悦见·城市星光”2021泰达夏日艺术季启幕

联姻联姻
滨城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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