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展倒计时 天111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时讯
JinnanShixunTIANJINRIBAO

责任编辑：赵艳莉 邮箱：jnqrmt03@tj.gov.cn 新闻热线：28532915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第8期 总第2419期

25
· 时讯

本报讯 2月27日，津南区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
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
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区贯彻落
实工作。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区委副书记、
区长邓光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区
政协主席方昀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庄严宣
告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充分肯定了
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绩，深刻总结了脱
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
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

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针对性。全区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
度，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津南落实落地。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严守耕
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扎实抓好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以西官房村、前进村为示
范引领，多创品牌、多出亮点，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做好东
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深入开展
区内困难村帮扶，发挥产业帮扶项目的
造血作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精准把握“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
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
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不断
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推动本
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按照党中
央和市委统一部署安排，统筹谋划全区党
史学习教育，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见到
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
要担起主体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切实用绿
色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及中央、市委关于深
化政治巡视的有关部署要求，传达学习了
《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和市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认识市委巡视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
接受巡视的自觉性，积极配合市委巡视组
工作，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反思整改问
题，严格遵守巡视纪律，以市委巡视为契机
提高全区各项工作水平。

会议还听取了本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专项审计整改落实情况汇报，
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以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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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南岸满城春

让城市建设有爱无“碍”

聚焦

津南区召开科技创新工作推动会

下大力气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直击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 王彤）春日风光无限
好，复工大干正当时。第一季度，全区各
大重点项目迅速按下“快进键”，以“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气神，抢
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全力冲
刺“开门红”。

在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0
台化学机械抛光机项目现场，主体建设已
经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调试设备、室内外装修、清理卫生……
一系列收尾工作结束后，将在上半年启动
竣工验收。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
年，主要产品为化学机械抛光（CMP）
机，属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扩大产能，
公司于 2019 年 8月在咸水沽镇海河工
业园购地，新建现代化高科技工厂，即年
产100台化学机械抛光机项目。该项目
规划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总投资5.4
亿元，于 2020年 3月正式启动建设，主
体验收完成后，动力厂务设备陆续安装、
调试。

此项目是天津市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建成后将具备年产100台化学机械抛
光机及晶圆再生能力，成为国内最大的化
学机械抛光技术设备产业化基地。不仅
进一步扩大了高端半导体装备的生产能
力以及化学机械抛光相关领域的研发和
服务能力，还为咸水沽镇乃至津南区添

加了一张靓丽的工业名片。
同样作为工业“重头”的天津凌云高

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正月里也开始忙碌
起来。公司自主研发的97#激光焊接变

曲率辊压生产线项目已完成基础施工，
工人们现在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检测。

97#激光焊接变曲率辊压生产线项
目计划总投资550万元，主要用于生产
高强钢及超强钢类防撞梁的生产，本条
生产线采用5KW激光焊接，实现闭口防
撞梁的生产，同时具备缝焊焊机，能够实
现B型、口型防撞梁的生产，是一条多品
种柔性化生产线。
“97#生产线是从2020年 10月份投

入生产建设，预计在今年6月份可以投入
批量生产，这条生产线的独特功能就是变
曲率辊压功能，这个功能在国内属于领先
地位，建成后生产能力在年产500万件左
右，目前这条生产线上已经有三个产品的
订单，也会在下半年陆续投产，预计年产
值可达到930万元，年新增纳税额84万
元。”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卫兵介绍。

津南区召开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

推广工业楼宇转型升级模式

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公司激光焊接变曲率辊压生产线 王彤摄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张镡丹)2月25日，津南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主持会议，
副主任张俊奇、韩凤敏、孟繁兰、赵铁林、薛春晓出席会议。副
区长胡永梅，区政协副主席刘恒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虹，
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
会2021年工作要点。听取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0年法治政府
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关于2020年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专项报告；书面审议了区政府关于落实《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情况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区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审
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中医药医疗服务工作情况审议意
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工作审议意
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2月24日,津南
区召开科技创新工作推动会，区委书记刘
惠，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光华出席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唐小文主持会议。

刘惠说，加快科技创新，津南正当其
时，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
要，也是推动绿色生态示范区、会展经济
功能区、创新发展聚集区建设良性互动的
迫切需要，更是实现津南区“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支撑。刘惠强
调，全区上下要充分调动驻区高校和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
用，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加强科研保障服务，优化创新创
业环境，让科研人员的艰辛付出和创新成
果得到社会充分肯定。要充分调动科技

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引入更多
更优科技服务平台，强化科技服务支撑，
形成市场主导、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科
技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推动高精尖产业快
速孵化。要充分调动企业作为技术创新
主体的积极性，搭建政企互动、校企联动
的创新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
动形成良性互动、科学衔接的产业集聚
群。要下大力气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一体化配置“产学
研用金、才政介绿云”创新要素，并实现“十联

动”，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
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精神，注重
实绩，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各项目
标任务在津南落地落实落细。

邓光华强调，要正视成绩、认清不足，
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的紧迫感，持续夯实
产业基础，提升产出效益，促进产教融合，
加大政策创新力度。要强化推动、狠抓落
实，加快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明确创新目标，
深化创新改革，完善创新布局，提升创新能
力，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加强协调、凝聚合力，营造一流创新创
业生态，按照科技创新工作任务分工表，主
动认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完善创新创
业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营造创新创
业氛围，不断提升全区科技创新的“热度”
“浓度”。

副区长胡永梅就落实天津市科技创新
三年行动计划进行安排部署，海河教育园
区管理体制改革筹备组、双港镇、中德应用
技术大学、华海清科、海棠空间相关负责同
志分别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汇报了科技
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举措。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科技型企
业代表、驻区金融机构代表主要负责同志，
驻区高校负责同志，各街镇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海棠街筹备组组长和区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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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复工忙 大干正当时

重点企业项目启动“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津南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我们
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我们要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区委党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辛丑新年政治学习第一课，要求全体教职员工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区委党校培训主渠道
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把党史
课讲好讲深讲活。

区委党校教师鲍伯丰表示，学习党史对于
当今领导干部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好“两个维护”，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领
导干部自身成长、创新开展工作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区委党校副校长、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郝
印来说：“学习党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党史是100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我们要在学
习党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好党史研究的工
作职责，以史鉴今、以史资政，宣传教育上要尽
党史之责。津南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我们要传
承红色的革命传统，在绿色高质量发展当中展
现新作为。”

津南区老干部李庆华说：“通过学习党史，
我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
了三座大山，从此走向了繁荣富强的道路。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学习党史的号
召，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老党员、老干部是
最好的“活教材”，已有47年党龄的老党员龚
义成始终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他表示，对于党史的学习自
己一直没有落下，作为老党员不仅要学好党史，更要结合自身
实际把党史宣讲好，帮助年轻党员正确认识党史、深入学习党
史，增强党员的归属感，不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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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文博)2月25日，津南区召开今年首次招商
引资工作调度会。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光华，区领导郭建华、马
明扬、孙晓光、胡永梅、马春连出席。

邓光华说，招商引资工作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十
四五”规划开好局、高起步。各单位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把抓招商引资摆在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下真功夫、下苦功夫，
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提升产业水平。要明确目标，制定科学有
效、任务清晰的考核体系，实现落地项目跨越式增长。要聚焦方
向，严把项目质量，围绕会展经济、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开展精准招商。要完善招
商激励机制，充分用好现有政策，增量税收更多倾斜基层，赋予
各单位招商自主权，多措并举激发基层招商引资新活力。要用
活招商载体，盘活用好闲置楼宇和土地资源，做好老旧厂房更新
改造工作，积极推广工业楼宇转型升级成功模式。同时，区级领
导干部要率先示范，“跑起来、动起来”带头抓招商引资，主动对
接央企二三级总部，着力引进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校友资
源及合作企业，定期开展工作调度，确保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

会上，区合作交流办汇报了全区招商引资考核体系、2021
年目标任务计划安排以及全区重点在谈项目等情况。海河教育
园区、开发区管委会、区土地整理中心、双港镇、八里台镇分别作
了发言。

随着津南区“三
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双港镇以“园中园”运
营为抓手，全力推介高
端楼宇，引入优质项
目，推动服务保障升
级。目前，联东U谷、
锦联新经济产业园正
在大力推动转型升级，
不断创新模式，拓宽渠
道，促进招商引资实现
新突破，以带动区域产
业再升级。

图为联东U谷总
部大观高端楼宇项目。

唐文博 摄

建成津南“会客厅”打造智慧新双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