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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职住平衡、港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发
展，大力实施“五大战略”
“四大工程”，以
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协调为
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为永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开放为繁荣发展
的必由之路，以共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加快建设生态、智慧、港
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作出滨海贡献。
三是要深刻领悟“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的丰富内涵，做倡“三牛”优作风的表
率。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永
远保持顽强斗争的气节、操守、胆魄，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建功必定有
我”
的担当，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
创
新发展拓荒牛精神、艰苦奋斗老黄牛精
神，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作示范、
当标杆。
四是要深刻领悟“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的丰富内涵，做提“三力”铸忠诚、
抓“三办”保民生的表率。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
记“国之大者”，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勇
立潮头。
（下转第二版）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宣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迅 速 掀 起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热 潮 凝 聚 起 加 快 推 进 美 丽“ 滨 城 ”建 设 智 慧 力 量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10 日，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宣部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暨市委
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新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工作。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主持。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
红星，
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席。
会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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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深邃、气势磅礴、催人奋进，体现
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

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
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
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连接着历史
与现实，启迪着当下与未来，又一次为全
党上了一堂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的党史学习教育课。要把学习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落实“九个必须”要
求，全力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热
潮，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引导全区上下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把激
情和干劲汇聚到推进新时代新区高质
量发展上来，奋力谱写美丽“滨城”建设
新篇章。
会议强调，学习研讨要系统深入、
融 会 贯 通 。 把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全区理论武
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核心内容，纳入全区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作为区委党
校各类主体班次培训轮训必修课，列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必学内容，精心组织专
题学习研讨，系统贯通学、以上率下学、
深入研究学，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
要义。
会议强调，宣传宣讲要全面覆盖、直

抵人心。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
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同向发力，以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全方位、高密度、广覆盖地宣传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
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推动典型宣传走深走
实，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入行。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要紧贴实际、坚
决有力。坚持以知促行、
知行合一，
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与落实
“十四五”
规划结合起来，
与扎实推
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加快
推进美丽
“滨城”
建设，
努力实现新区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

PM2.5 年度浓度将控制在 45 微克/立方米 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2021 年新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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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出，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
强盛、中国美丽。滨海新区积极响应总书记
号召，
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努力
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日前，
滨海
新区制定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2021年度工作
计划，
持续改善新区环境空气质量。

■ 记者 陈曦 摄影报道

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对背街里巷、小街小路、人行便道
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发展能
等薄弱区域实施集中清理，实现清扫
级，加快引育新动能，培育壮大战略性
保洁全覆盖；滨海新区 PM2.5 年度浓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汽车、石油
度将控制在 45 微克/立方米，O3 浓度持
化工、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推动冶
续下降……计划指出，2021 年，滨海新
金、轻纺等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区将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 绿色化升级。
发展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重点
（下转第三版）

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

蓝天下的生态城

巩固国家卫生区成果 共同缔造美丽滨城
■ 各开发区
特色志愿服务 贴近百姓需求
■ 各街镇
建设整洁家园 引领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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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滨海新区继续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日”
活动
版

满城“志愿红”亮丽风景线

崭新起点 无上荣光

周年座谈会侧记
100

连茂君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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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作出
深刻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
建设性质和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
跃。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系统凝炼，
是党领导人
民夺取胜利的基因密码，
是党建理论创新
的重大成果，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好发扬好伟大建党精神，在开启
第二个百年伟大征程中展现滨海作为。
一是要深刻领悟“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的丰富内涵，做增“三信”强党性的表
率。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全力
以赴推进新区改革开放创新，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赋能加油、升级加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二是深刻领悟“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的丰富内涵，做促“三新”助发展的表
率。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城市理念，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努力争取更大光荣

连茂君讲话 杨茂荣主持 卜艳丰到会指导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7 月 10 日上午，滨海新区
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延续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的无上荣光与无限喜悦，从
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
继续前行的力量，畅叙着各自
立足本职岗位、奋进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心与梦想
追求……座谈会上，国网天津
滨海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
明，经开区八大街消防救援站
政治指导员孙庚，
老党员、老同
志宋联新，
经开区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尤天成，杭州道街工
委书记信佩春，农工党区委会
主委、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所长程涛，天津金
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侯云昌，滨海新区公安局
板厂路派出所民警窦兴海，天
津滨海职业学院学生金龙先后
发言。他们铿锵有力的话语，
道出了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的心声，不时博得与会人员的
阵阵掌声，
现场气氛热烈。

滨海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伟大征程中展现滨海作为
长、三级警长窦兴海，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金龙先后作了发
言。大家结合自身经历，饱含深情地畅
谈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深切体会，真情抒发对党的无限忠
诚、对人民的赤诚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
求，充分表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贡献力量，为党和人民争取更
大光荣的决心和信心。
连茂君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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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回顾我
们党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百年历史进
程，系统总结我们党奠基立业、铸就辉煌
的百年奋斗成就，科学展望我们党开拓
进取、走向未来的百年宏伟蓝图，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体现了炽热的
为民情怀，凝练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具有
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史穿透力、理论说
服力、心灵震撼力，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
立足百年大党新起点、置身百年未有大
变局、接力百年奋斗新征程的马克思主
义纲领性文献。

定价：
1元

■ 记者 马坤 王帅 报道

滨海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召开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10 日上
午，滨海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座谈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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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津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精神，铭记党
的光辉历史，传承党的红色基因，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新区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
委书记连茂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杨茂荣主持。市党史学习教育
巡回指导组第一指导组组长卜艳丰和指
导组成员到会指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席。
会上，国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抢修
班班长张黎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八
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孙庚，原滨
海委副主任宋联新，经开区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尤天成，杭州道街工委书记信
佩春，农工党区委会主委、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所长程涛，天津金桥焊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侯云昌，滨海
新区公安局板厂路派出所执法办案队探

星期日

张 黎 明 作 为“3 个 100”杰
出人物——杰出时代先锋，在
京参加了此次百年盛典。张黎
明表示：
“作为党培养的先进典
型，深入基层一线、群众身边，
讲好党的红色故事，讲好新时
代的滨海实践，推进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是我
之于党、之于国家、之于社会所
肩负的责任。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强调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一名新时
代产业工人，仅仅技艺精湛还不够，必须紧跟时
代步伐，
以创新为导向，
以质量为追求。
”
（下转第二版）

新区与天津大学深化战略合作再结硕果

天津大学新城医院
生态城启动试营业
时报讯（记者 张惺卓 牛婧文）日前，位于
中新天津生态城贝壳堤湿地公园南侧的的天津
大学新城医院迎来试营业。
据了解，天津大学新城医院以神经系统疾
病诊疗为特色，引进动态容积成像 CT 等多台套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诊疗设备，设有 29 个临床
科室、9 个医技科室，包含内科（神内、呼吸、心血
管、消化、肾病、内分泌、风湿免疫），外科（神外、
普外、泌尿外科、骨科、胸外、微创外科、甲乳外
科），妇儿，皮肤科，口腔、眼耳鼻喉科，内镜中
心，健康管理中心，高压氧治疗中心，康复与昏
迷促醒中心等科室。
据介绍，2020 年 7 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与
天津大学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
议）》，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搭建区校协同、
医教融合平台，依托泰达医院、泰心医院、新城
医院，建设天津大学直属医院体系，打造“综合+
专科”的三级甲等高水平医院群。今年 1 月，泰
达医院、
泰心医院和新城医院领导班子正式接受
天津大学聘任，
标志着滨海新区和天津大学在医
疗卫生领域的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此次新城
医院的启动试营业，
更是双方在深化医教协同和
医工融合、
携手优化区域医疗卫生服务的又一里
程碑，
将为美丽“滨城”
建设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不忘初心 奋力谱写改革发展新篇章
—— 记 天 津 市 优
秀共产党员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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