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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云招聘”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2 版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

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

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

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

动体现。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6月26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带队督导检查防

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防死

守的决心、严阵以待的状态，扎实做好防

大防猛防超常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确

保全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单泽峰先后来到崔庄雨水泵站、蓟

运河左堤五经路大桥段，详细察看排涝

泵站运行情况和蓟运河堤防情况。他强

调，6月26日至27日强降雨天气，是入汛

以来对我们的首次大考，要立足防大风、

防大汛、防大潮，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组织人员走进基层

一线，加强重点部位排查检查，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到企业村居，到户到人。

单泽峰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

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艰巨性，树牢底

线思维，落细落实措施，全力做好应对的

思想准备、物资准备、设施准备、指挥准

备，全面提升防汛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汛工作，确保平安度汛。要细化

优化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防汛专项预

案，进一步明确河道、河堤等重点部位责

任，做到监测预警、指挥调度、抢险救援

等各个环节全覆盖。各部门、各单位、各

开发区、各街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值

班值守，各级抢险救援队伍要时刻保持

热备状态，遇有突发紧急情况，及时做好

应对处置工作，确保人民生产生活安全

有序。

区委常委、区委街镇工委书记张福

旺，区政协副主席史继平，区政府党组成

员、办公室主任程印波参加。

区领导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严防死守 严阵以待 全力以赴确保全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滨海新区气象台昨日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信号，26日夜间到27日白

天，新区所有街镇将出现暴雨，最大

小时雨强将达到30毫米以上。昨日，

新区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连续召开防汛工作视频

会议，对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推动再落实。各开发区、各街

镇已全面落实易积水片、地道及低洼

地片居民小区“一处一预案”措施。区

水务局科学调度河道闸站，6座区管水

库已全部腾出防洪库容。住建部门深

入排查危陋房屋、地下室，及时撤离居

民。排水、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通

力协作，采取一切措施、调度一切力

量，保障全区安全度汛。记者 钟晗
魏薇 李婷婷 通讯员 陈英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薛添）日前，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新区贯彻实

施《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若干规定》）情况进行视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洪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志勇参加。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陈玉东陪同。

视察组一行在新区交通指挥中心详细了解

了新区道路交通整体情况和交通智慧化建设情

况，听取了《若干规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随

后前往津塘四号路兴港桥与车北桥之间、河北路

与营口道交口，实地了解了道路交通组织优化情

况和交警规范执法情况。视察组一行在津晋高

速延长线路段察看了道路交通安全情况，并现场

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解决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

管理问题。

代表们认为，《若干规定》实施一年多以来，

区人民政府以及公安交管部门高度重视，完善制

度体系，维护道路秩序，打击交通违法，深化便民

举措，道路交通环境明显改善，道路交通死亡事

故发生率明显降低，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得

到有效保护，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下转第二版）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新区贯彻实施
《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情况

王洪茹参加

闻 而动

各方集结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6

月 26 日，力神滨海新能源产

业基地项目在滨海高新区启

动。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

书记连茂君出席。副市长朱

鹏，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天津力神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来明，区委

副书记、区长单泽峰致辞。

朱鹏在致辞中指出，近年

来，天津新能源产业规模持续

扩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形

成了锂离子电池、风电、太阳

能、氢能等领域协同创新的发

展格局，企业竞争力大幅增

强、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产业

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力

神电池作为动力电池领域的

龙头企业，自 1997 年落户天

津以来，经过25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产品门类齐全、应用范

围广泛、科研创新能力强大、

专利和技术人员储备充足的

电池生产研发制造企业。力

神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

的启动将为天津新能源产业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天津市正大

力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

着力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

智能科技为引领，以新能源

及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重点，不断完善现代

产业体系，促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建

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希望力神电池扎根天津、建

设天津、发展天津，将力神滨

海新能源产业基地打造成产研一体化的“超级工

厂”。我们将为企业在津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环

境，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助推项目建设和企

业发展壮大。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据气象部门

预报，6月26日傍晚至27日，滨海新区将

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26日下

午，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

主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市防汛工

作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对新区防汛工作

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区委副书

记、区长单泽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洪

茹，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出席。

会上，连茂君认真听取近期天气走

势预判分析，并就防汛应急准备、海潮防

范、力量配备、物资保障、交通疏导、人员

疏散、应急抢险等工作与相关包保领导

视频连线，深入研究会商。

会议指出，此次强降雨是新区入汛

以来的首次极端天气过程，是对新区防

汛救灾工作的一次严峻考验。要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

根弦，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严阵以

待、严密部署、严防死守，全力以赴、扎实

细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安全度

汛。一是要强化思想之防。始终坚持底

线思维底到底、极限思维到顶端的工作

理念，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切实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首要、

作为根本，坚决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到

“宁可事前听骂声、绝不事后听哭声”，坚

决防止人员伤亡情况发生。与京冀等上

游地区密切沟通会商，实时共享上游防

洪调度信息，及时研判流域雨情汛情，主

动提前落实洪水预泄措施，确保万无一

失。二是要强化措施之防。坚持防大

雨、防大风、防大潮、防冰雹“四防”联动，

紧盯河湖海堤，聚焦薄弱环节，严格落实

河（湖）长制，做好河系联合调度，及时排

空河湖坑渠，保证河道畅通，加强对河道

险工险段不间断巡查，制定详尽的蓄滞

洪区应急处置预案措施，扎实做好隐患

排查、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

强化低洼路段、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

安全保障措施，如遇紧急情况，及时采取

关停管制措施，坚决避免人员伤亡。高

度重视化工企业防汛工作，紧盯化工装

置和危化品仓储、运输等重点设施环节，

严格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做到不出任何

问题。高度关注危陋房屋、在建工地群

众安全，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坚决果断落

实转移、停工措施。严防大风影响，严格

落实船只回港避风、作业人员上岸避险

措施，加固或拆除隐患户外广告牌、围

挡、大棚、危险墙体、在建工地施工塔吊

等，确保排除安全隐患。强化防汛救援

抢险人员安全防护，及时启动停工、停

运、停业和通信、水电气保障应急响应，

对可能发生的局部停水停电停气等极端

情况，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完善应急预

案，以万全之策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事故。三是要强化

责任之防。坚持总分结合、内外协同，分

解落实重点部位防汛责任制，确保指挥

体系周密细致、科学高效运行。区级包

保领导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

解决问题。各开发区、街镇要坚持“战区

制、主官上”，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

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各相关部门要压

实行业统筹协调之责，密切配合、协调联

动。遇到极端情况，各开发区、街镇主要

负责同志要勇于担当负责，及时迅速响

应，临机果断处置。要强化督查检查，对

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项

防汛抢险部署迅速落实到位。

连茂君主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议

树牢底线思维 落实万全措施 严格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应对汛情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单泽峰王洪茹韩远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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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人员用沙袋堆垒筑堤防汛人员用沙袋堆垒筑堤

加固海防堤坝加固海防堤坝

布置防汛物资布置防汛物资

疏通排水系统疏通排水系统

导 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可喜
成就，特别是新时代美丽“滨城”建设、街镇经济发展丰硕成果，今起，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系列报道，聚焦街镇经济、基层治理、民生
改善、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动态、发展成效与未来规划，真

实记录实记录、、报道传播美丽报道传播美丽““滨城滨城””、、活力街镇发展巨变以及活力街镇发展巨变以及““滨城滨城””人民的人民的
幸福生活图景幸福生活图景。。今日报道焕发新生机的塘沽街道今日报道焕发新生机的塘沽街道。。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唱响项目为王主旋律 铸就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养老变“享老”幸福来敲门幸福蝶变·我们见证

对话街镇“一把手”“首善之街”焕发新生机

招聘人数8287人 7708人求职投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