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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茂君主持召开美丽
“滨城”
攻坚工作推动会

杨茂荣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 记者 孔一权 张鹏 报道
8 月 17 日上午，滨海新区在泰达医
院组织新区外籍人士集中接种新冠疫
苗。此次接种工作是今年 4 月 25 日新区
首次启动外籍人士集中接种新冠疫苗以
来的第十一次。
在泰达医院外籍人员新冠疫苗接种
点门外，不少外籍人士早早就来排队。
来自德国的安德瑞娅和丈夫来中国已经
九年了，她告诉记者，平时无论是进出小
区还是进入商场，都会有人测量他们的
体温并查验健康码，同时提醒他们戴好

资金保障、加快推动交通网络建设、全力
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等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天津市“双
城”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完善指标体系，
全面系统谋划十大工程，为高质量推进
美丽“滨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强
力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对困难问
题不躲不绕，既善于发现问题，更善于解
决问题，树立经营城市理念，积极探索推
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模式，全力破解
制约美丽“滨城”建设的瓶颈问题。要进

一步完善美丽“滨城”建设指标体系，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十四五”规划
要求，主动对标深圳、浦东新区、雄安新
区等先进地区，紧紧围绕生态、智慧、港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奋斗目标，突出滨
海特色，认真系统研究，丰富完善生态绿
色、创新发展、共同缔造、乡村振兴、文明
城市、智慧城市等指标，以创新指标引领
美丽“滨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
动十大工程规划建设，既注重顶层设计、
超前谋划，又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聚焦美丽“滨城”建设的关键重点，加快
补齐文化教育卫生和南北两翼短板弱

点赞“滨城”服务！疫苗接种十分顺利便捷
在留观区，几位来自日本的外国友
人纷纷表示，接种过程十分顺利，比想象
的要便捷得多，而且也不疼，医生也很亲
切，
有什么问题都能第一时间详细解答。
此次外籍人士集中接种新冠疫苗是

8 月 18 日 10 时，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正式开通，
待后续完善货运开通手续后，该专用线将正式进入
运营阶段。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项目是天津市重点
建设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南部，南港工业区港北
路南侧，与天津南港港区（天津港大港港区）毗邻。
项目正线长度约 3.1 公里，设装卸线 2 条、机走线 1
条，共计 5.1 公里。具备货物装卸、运输、仓储、代理
及物流增值服务能力，主要装卸散货、矿石、袋装

区科技局 开展科技
“四送”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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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洋局 推进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

滨海新区组织的第十一次，之前新区已
经总共为 1727 名外籍人士进行了首针
疫苗接种。此次有 104 名外籍人士进行
首针疫苗接种，还有 190 余人进行第二
针接种。
（下转第二版）

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开通

新村街道 服务百姓 为民谋幸福

项，真正把十大工程打造成为新区的骨
干工程、精品工程。要加快推进“滨城”
会客厅建设，充分展现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成就，全面展示美丽“滨城”的特
色风貌和良好形象。要高水平推进“滨
城”夜景工程建设，在节约节能的基础
上，突出主题、声光结合，体现层次感和
季节性，积极融入滨海文化要素，展现
“滨城”文化底蕴和城市品位，努力为市
民打造绚烂多彩的文化特色场景。
区领导张弢、任福志、王琴、赵前苗、
郭志寅、尹晓峰、戴雷、梅志红、韩学武、
刘华建参加。

新区组织外籍人士集中接种新冠疫苗

口罩。来自日本的北辰来中国也有四年
时间了，他告诉记者，中国对入境的外国
人实施有效的闭环管理，在统一的地方
进行隔离。他觉得这项措施非常好，有
效也有力保障了疫情不扩散。这次集中
接种新冠疫苗，外籍人士都表示很相信
中国疫苗的质量。

路线示意图

PVC 颗粒、
化肥、
集装箱等大宗货物，可开展港口、
铁
路、
公路一揽子全产业链物流服务。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与天津南港铁路接轨，是
南港工业区自有铁路线，到发总量 800 万吨/年，具备
散货、件杂货及集装箱运输作业条件，是天津市加快
“公转铁”，打通港区铁运“最后一公里”，促进“津城”
运输结构调整的重要铁路线。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

新区各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本职岗位 为企业群众办难事解难题

新天钢集团在
“滨城”发展
“版图”再扩大
■ 此次整合五家企业成立德材科
技集团，是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实现企业
价值最大化、努力将新天钢集团打造成
金属制品领域国内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

时报讯（记者 单毅 朱绍祥 王鼎
鑫）整合采购、产线等多方面资源，构建
内外协作新模式，全面深化同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近日，新
天钢集团整合旗下五家冷轧制品企业，
在天津港保税区注册成立天津市新天钢
德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材
科技集团”
）。这标志着新天钢集团在保
税区的发展“版图”得到再扩大，并以实
际行动助力钢铁行业朝高质量发展方向

加速前进。
“德材科技集团的成立，是新天钢集
团立足全局审时度势，顺应市场新形势
和加快发展的需要。”新天钢集团副总
裁、德材科技集团总经理张银山告诉记
者。作为新天钢集团的子集团，德材科
技集团由新天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新
天钢钢线钢缆有限公司、新天钢中兴盛
达有限公司、新天钢冷轧板业有限公司、
天津冶金集团天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

海河流域部分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据新华社电 水利部 18 日发布汛情通报称，
海河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暴雨区内部
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当天上午主持召开
防汛会商会，重点研判海河流域暴雨洪水防御
工作。
据预测，未来 3 天，海河流域将有一次移动
性的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山西北
部和东南部、河北东部南部、山东西北部、京津
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受其影响，海河流域潮白
河、蓟运河、北运河、永定河上游、漳卫河等将出
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
超警洪水。
水利部会商强调，
海河流域要结合预报适时
做好骨干水库预泄，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
用，减轻下游防洪压力；针对尚未完成修复的水
毁工程制定应急预案，
确保防汛安全；
强化堤防、
水库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
汛期病险水库原则上
空库运行；
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目前，
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
应，当天增派 2 个工作组赴海河流域协助指导防
汛工作。

2022 年我国将全面
推行电子驾驶证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8 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自 6 月 1 日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
动试点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已有 195 万余名群众
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
2022 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 3
个特点，
为驾驶人提供申领、出示、使用便利。公
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驾驶人可登录“交
管 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
电子驾驶证式样全
国统一，
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据悉，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
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适用于执
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
方便实时查询、实
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
伪技术，
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
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无需再
提交纸质驾驶证。”李国忠表示，保险理赔、租赁
车辆、职业招聘时，
驾驶人也可出示电子驾驶证，
相关单位在线核验驾驶资质，
更加便利群众驾车
出行，
更好服务企业行业发展。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荣获
“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

又一项目落户保税区

■ 德材科技集团由新天钢冷轧薄
板有限公司、
新天钢钢线钢缆有限公司、
新天钢中兴盛达有限公司、新天钢冷轧
板业有限公司、天津冶金集团天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共五家公司组成

定价：
1元

水利部：

科学制定指标体系 系统谋划十大工程
为美丽“滨城”建设提供坚强基础支撑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8 月 18 日上
午，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
主持召开美丽“滨城”攻坚工作推动会，
聚焦“滨城”建设关键和当前工作重点，
进一步加大攻坚推动力度，确保各项任
务扎实高效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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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了
美丽“滨城”建设攻坚行动相关重点工作
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同志围绕
美丽
“滨城”
建设指标体系制定、
重大项目
建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就健全多元化

星期四

五家公司组成。集团成立后将对新天钢
集团原冷轧、制品板块实行统一管理、集
中决策，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而
做大集团战略规划，形成企业竞争优势，
提高市场占有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天钢集团
自成立以来，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优化
结构，践行绿色发展，使产品质量、整体
效益不断突破，为天津钢铁行业发展增
添动力。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近日，天津市民族和
宗教事务委员会命名 5 个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
滨海新区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上榜。
长期以来，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立足自身
教育资源优势，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主线，突出“两个共同”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主题宣讲、红色展演、特
色展陈等形式，
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建设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相结合，以“线上+线下”多维联动的
形式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
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坚持把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基地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载体，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开展
特色鲜明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打造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宣传阵地。经过多年实践，
在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方面作出了许多探索和有益尝试。”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
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将不断强化民族理论武装，
适时加强基地建设、促进经验交流、加强共建合
作，发挥阵地作用，更好地履行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教育职能。
（下转第二版）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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