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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探索构建以企业为主角的主题园
区共同缔造理事会共治模式

用心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 提高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

“十四五”滨城提高全域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寻访最可爱的人
滨海新区基层退役军人建功立业事迹寻访

扎根一线
迎难而上的“兵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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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月31日，滨

海新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会议

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

类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传

达贯彻天津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会议精神，推动新区垃圾分类工作全

面提速，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水平，为美丽“滨城”建设提

供坚实环境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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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席，副区长

戴雷传达并总结部署垃圾分类工作。

连茂君在讲话中指出，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途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重

要抓手，也是文明城区建设的重要方面，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

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

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短板弱项，强化责任担当，从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政策

配套支持，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抓细抓实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让“滨城”环

境真正净起来、靓起来、美起来。

连茂君强调，要全周期全过程全链条

管控。体系要全覆盖，建立健全“家庭分

类投放、社区监督引导、街道分类收集、区

级转运处置”的四级管理模式，聚焦农村、

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等薄弱环节，确保

管理覆盖到末梢。配套要全周期，完善硬

件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完善的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设施体系，确保干净整洁、科学合

理。管控要全链条，坚持源头管控，充分

利用智慧手段，探索打造垃圾分类管理平

台，覆盖分类投放信息记录、预约回收、积

分兑换、异常预警、实时监管等功能，实现

垃圾全面科学分类收集；建立高效有序分

类运输体系，充分利用市场化激励机制，

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打造从市民分类处

理“最先一公里”到回收利用“最后一公

里”的垃圾循环利用完整产业链条。

连茂君强调，要坚持共同缔造。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把

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

容，从娃娃抓起，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

心，成为每个家庭的新习惯、新时尚，人

人动手，共同努力培育简约绿色生活方

式，形成垃圾分类共同意识。要充分发

挥共同缔造理事会等各类共同缔造组织

作用，协同发力、齐抓共管，落实好垃圾

分类共同责任。建立完善垃圾分类考核

通报制度，强化督查考核，实现垃圾分类

共同管理。把垃圾分类与文明城区建设

和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结合起来，共同

享受垃圾分类处理的成果。

连茂君强调，要严格工作落实。严

明责任体系，坚持“战区制、主官上”，区

城管委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各司

其职、协同配合，强化领导包保工作机

制，努力形成共同推动的工作合力。严

格督查考核，真正“长牙带电”，充分发挥

正反典型作用，学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的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追责。

杨茂荣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细化责任分工、拉好项目清单、优

化工作措施、明确时间节点，确保工作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坚决打好生活垃圾分

类攻坚战。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会议召开

抓细抓实垃圾分类 共同推动美丽“滨城”建设
连茂君讲话 杨茂荣主持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之

际，滨海新区文联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

海军参谋部某信息中心，通过现场书画

创作的方式，为官兵送去慰问。

活动中，新区书画艺术家们创作

出了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

30余件，所有作品全部捐赠给海军参

谋部某信息中心，表达了他们对军人

的崇高敬意。

红色文艺轻骑兵

军营 慰问进 送

文/记者 果琳 图/记者 张鹏

广大市民朋友们：
根据近日国际国内疫情发展形势，为贯

彻落实好国务院和天津市疫情防控会议精

神，保护广大市民生命健康安全，达到早查早

控的目的。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要

求，经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于

2021年8月2日（周一）对天津港口区域相关

从业人员及周边部分社区居民开展大规模人

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

筛查期间，请有关人员按照相关部门和

社区的通知到指定采样点采样。

请周边居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

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8月1日

滨 海 新 区 关 于 对 天 津 港 口 区 域
相关从业人员及周边部分社区居民
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的通告

时报讯（记者 陈曦）记者从滨海新

区生态环境局获悉，“十四五”期间，滨海

新区将不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控，提升海洋及海岸带、湿地等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加快推进“871”生态工程，到

2035年，屏障区总体蓝绿空间占比提升

至65%。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

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

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

或机制。目前，滨海新区海域面积1859

平方公里，水面、湿地面积700平方公里，

盐池面积312平方公里，坑塘面积314平

方公里，是提升区域碳汇能力的重要依

托。新区围绕最大限度发挥生态系统固

碳作用，提升碳汇增量，大力推进“871”

生态工程建设。对标国家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标准，加强北大港湿地保护修复，蓄

水面积由原来不足 30 平方公里增加至

149平方公里，有水湿地面积由140平方

公里增加到240平方公里。加快实施双

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累计投资 16.9

亿元，造林1.8万亩。加强153公里海岸

线保护修复，完成17个生态修复工程，修

复岸线8.8公里、海洋湿地647公顷。加

大郊野公园、街心公园建设力度，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39.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8平方米。 （下转第三版）

■ 提升海洋及海岸带、湿地等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合理调整海洋开发
力度与范围，严控用海项目准入门槛，
提升海洋环境风险预警能力。

■ 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持
续实施蓝色海湾整治修复工程，不断
提升153公里海岸线生态功能。

■ 大力发展海洋碳汇期货、信
贷、基金等金融产品，扶持海洋碳汇产

业发展，争创区域国家海洋碳汇合作
示范区。

■ 加快推进“871”生态工程，全
面推进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程。

■ 建设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到
2035年，屏障区总体蓝绿空间占比提
升至65%，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达
到33.8%。

据新华社电 记者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月31日，铁路暑运时间过

半。7月1日暑运开始以来，铁路部门扎实做好

暑期运输工作。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6亿人次，同比增加9915万人次、增长48%。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暑运以来，铁路

部门精心组织旅客运输工作，充分用好拉林铁路

等新线和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等新装备，运用

12306 大数据分析暑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

等出行规律，加强运力调配。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安

全检查工作，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公司强化与地方防疫部门的联动机

制，加强西安火车站、西安北站站内防疫消杀，做

好旅客进站测温门、出站测温仪的测温设备监

控，提醒旅客佩戴口罩。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

司与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积

极配合，组织电力运维人员强化青荣城际等铁路

用电设备设施检查，做好铁路周边供电线路巡视

检修工作。 （下转第二版）

全国铁路暑运首月
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深入实施《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滨海高新区交出亮眼“成绩单”

据新华社电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

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

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日前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支持新能源汽车加

快发展。

适应产业升级趋势和绿色消费新需求，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双双超过120万辆，分别达到121.5万辆和

120.6万辆，同比增长均为2倍。与2019年同期

相比，产销同比增长94.4%和92.3%。

“新能源汽车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体系的全面

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新动能的重要

支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

术水平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企业竞争力

大幅增强，产业进入叠加交汇、融合发展新阶段。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

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2035年，纯电动汽车

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 （下转第三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

■ 优化完善体制机制
■ 打造高端产业体系
■ 加快释放创新活力
■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 重点在建项目加快推进
■ 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2021年7月，《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实施满一年。
一年来，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持续推进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而作为示范区建设主
体的滨海高新区，也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2 版

带领和团结大苏庄村全村一起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

新区各界在建军节到来之际开展多种拥军活动

■ 拥军送祝福

■ 爱军传军魂 3 版致敬“最可爱的人”

艺术家们将创作的作品送给官兵艺术家们将创作的作品送给官兵

艺术家们现场创作艺术家们现场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