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 多云 23℃~32℃ 风力：3~4级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滨
海
发
布
微
信

滨
海
发
布
微
博

主管主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出版：《滨城时报》编辑部 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号：CN12-0027 邮发代号：5-6 定价：1元

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辛丑年五月三十

第122期（总第6057期）今日4版

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65622965

投稿热线：65622926
报料热线：65622900

津
滨
海
客
户
端

责编：邹龙云 陈青松 bhsbbj@126.com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区职工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赓续百年精神血脉 振奋精神迈向新征程
■ 记者 张伟婷 张品 报道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7月8日，区政协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感悟百年党史，牢记

合作初心，继续砥砺前行，凝聚智慧力量，全力助

推美丽“滨城”建设，为奋力开创新区更加美好未

来而不懈奋斗。区政协主席韩远达主持并讲话，

区政协副主席姜立超、杨金星、杨焕香出席。

韩远达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以史为鉴、

和衷共济、共创未来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各界委员要在中共滨海新区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以史为鉴、和衷共济，发扬优良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好、落实好，把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好、体现好，为

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韩远达强调，要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为契机，推动政协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

走深走实。要精心组织学习，积极宣传阐释，突

出学以致用，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和全面落实新区美丽“滨城”建设的部

署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的

过程转化为加强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过程，转

化为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过程，转化为深

化思想认识、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进一步汇聚

加快美丽“滨城”建设的强大合力。

区政协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座谈会

继续砥砺前行凝聚智慧力量
全力助推美丽“滨城”建设

韩远达主持并讲话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7月7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带队深入抖音直

播生态产业园调研，听取情况介绍，现

场办公协调解决有关问题，要求提供全

方位服务，全力助推抖音直播生态产业

园做大做强。

杨茂荣一行实地察看了抖音直播

生态产业园共享空间以及直播间、培

训教室、沙龙区、员工休息区等，与产

业园、入驻企业负责人以及员工亲切

交谈，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和

技术优势，依托“滨城”优势资源，抓住

“滨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区有关部门要

做好新业态安全管理，提供全方位服

务，全力助推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做

大做强。

（下转第二版）

杨茂荣带队深入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调研

提供全方位服务 全力助推产业园做大做强

“现在‘滨城’的公园越建越多，从传

统公园到主题式公园，满足各类人群的

需求，还有很多网红打卡公园，工作忙碌

之余有了更多休闲的好去处，幸福感也

大大提高了。”来“滨城”已经十余年的陈

女士说起在“滨城”运动休闲的好去处以

及新建的各类公园，赞不绝口。

城市园林建设是城市品质提升工程

的重要内容，也是惠及百姓的民心工

程。近年来，滨海新区持续推进城市公园

建设，精心布局建起一座座公园、筑起一

道道绿色生态屏障。公园数量越来越多，

种类更加丰富，在城市中发挥的功能效应

也更加多样化。“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地

更绿了，生活在美丽滨海，出门就能逛公

园、赏美景”，已成为新区市民的共识。

家门口公园
休闲健身一站式

每天晚饭后，家住塘沽正德里小区

的李阿姨都会和老伴来到家附近的河滨

公园遛弯。“出了小区就是公园，里面设

施齐全、休闲游玩都可以，来这里遛弯太

便利了。”李阿姨竖起了大拇指。河滨公

园位于滨海新区中心区域，占地30余万

平方米，水域面积达5万平方米，由动物

园、游船码头、儿童游乐场、水上乐园以及

各种亭、廊、桥、楼和极具苏州园林风格的

南园组成，是塘沽地区大型综合性公园。

近日，记者再次走进河滨公园，市民

携家带口惬意游园，有的领着孩子在儿

童乐园尽情嬉戏，有的围坐亭苑读报聊

天，有的穿行在苏州园林式建筑群里纳

凉休憩。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7 月 8 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结合自己的

学习体会和认识，为区政府系统领导干

部讲“七一”党史专题党课，强调要常怀

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牢记“答

题人”身份，永葆“赶考”精神，以新担当

新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时代

答卷。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各开

发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区政府各部门和

各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杨茂荣指出，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

了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意蕴深厚、内

涵丰富，着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历史大势，全面回顾了我们党百年来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

历程和伟大的历史贡献，深刻阐明了我

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确提出

了面向未来、面对挑战的重要要求。

这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

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再出发新的

宣言书和动员令，对鼓舞和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杨茂荣强调，我们党走过了百年沧

桑历程，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征程，宏伟蓝图召唤我们去绘

就。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自觉践

行伟大建党精神、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赶考”精神，以新担当、新业绩为兴

党强党贡献力量。一是以史为镜、以史

明志，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 （下转第二版）

新区持续推进城市公园建设 精心布局各类公园绿地

“滨城”百姓畅享绿色生活
■ 记者 田敏 报道

杨茂荣为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七一”党史专题党课

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以新担当新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时代答卷

时报讯（记者 王建
喜）7 月 8 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

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召

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市

委常委会、区委常委会

相关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杨茂荣首先

谈了自己的认识和感

受。他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

顾总结了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创造的伟大成就、积

累的宝贵经验，庄严宣

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精辟概括了伟大

建党精神，鲜明提出了

在新的征程上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九个必

须”的重要要求，向全体

中国共产党员发出在新

的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

号召，吹响了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

角，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的纲领性文献，是一个

百年大党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政治宣言。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字里

行间透着自信、透着情

怀、透着坚定，气势磅

礴，振聋发聩，具有强烈的历史纵深感、时代厚重

感和未来愿景感。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有四个方面的深刻感悟。一是深刻

感悟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真理力量，砥砺坚定的政治定力。二是深刻感悟

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大情怀，积极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深刻感悟到党的

百年辉煌历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奋进

前行的动力。四是深刻感悟到我们党勇于自我

革命的鲜明品格，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杨茂荣提出三点要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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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

新区广大职工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

干部职工表示，一定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振奋精神迈向

新征程，为加快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融

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百年历久弥坚，理想牢记于心。

中建八局华北公司天津分公司天阅

海河项目石笑笑说：“作为青年人，我们要

不断增强新时代青年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初心，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中

建八局华北公司天津分公司沈思远激动

地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春华秋

实，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今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今后我积极履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质量建设好项

目工程。”

牢记初心使命，强国必定有我。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工会干部张朝

妍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程

令人心潮澎湃。联想到此前观看的‘理

想照耀中国’里面那些为中国革命牺牲

的前辈们，他们在如我一般的年龄时，已

经在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建立独立的

中国而流血、而牺牲。作为青年一代，我

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百年精神血

脉。”中建二局四公司直营事业部综合办

公室副主任刘元元感慨万千：“自己作为

一名普通的建筑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

党员，感到责任重大。我要不断超越自

己，提高业务技能，建好各类工程，为祖

国添砖加瓦。”

澳佳永利公司的党员、部门负责

人、职工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回顾了党的 100 年光辉历程，让我

们感受到祖国发展强劲的脉搏。作为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我们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史为

鉴、坚定信念、对党忠诚、践行宗旨、拼

搏奉献，以实际行动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推进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牢记殷殷嘱托 阔步迈向新征程

不负韶华，接续奋斗。

“作为一名欣逢盛世的中国人，从心

底感谢感恩中国共产党。”天津博迈科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魏国岭说，作为博迈科

人，将发挥特长，专业报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伟大

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值得每一名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

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曲晓霞说，今后她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

力、尽职尽责。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

司何鑫龙说：“我们心怀坚定的信仰信

念，迸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力量，不

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7 月 8 日下

午，滨海新区与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

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会见碧桂园集团

联席主席杨惠妍。

杨茂荣首先对客人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碧桂园是一家勇于创新、敢于担

当、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业龙头企业，与

滨海新区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十

四五”期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

移落实“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战略，全

面建设美丽“滨城”。滨海新区结合实

际，制定了老旧小区五年改造规划，计划

到“十四五”末完成359个老旧小区改造

任务。这项工程是民生大事，需要有能

力的大型企业参与完成。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与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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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企业服务云”平台新功能电脑端上线

“政策智选”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滨海新区税务局全面实行财产行为税合并申报

一表申报一次办结 办税服务更高效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