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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西青

近期要闻

本报讯（记者 赵玮）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日前，西青
区文化和旅游局、南开区文化和旅
游局、西青区文化馆、南开区文化馆
联合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年”西
青·南开油画、水彩作品联展，进一
步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化交流，推

动两区美术作品 创作发展。
画展展出70件油画和水彩作

品，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每一件作品中的一景一物都
饱含着画家们对祖国发自心底的热
爱和眷恋，也是大家以艺术的表现
形式向建党100周年的献礼。

“庆祝建党100周年”西青·南开油画水彩作品联展开幕

繁荣文艺创作 加强文化交流
●日前，西青区政协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部署会，按照中央、市委和区
委安排，对全区政协系统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谢杨）

●日前，西青组织政法干警旁听职
务犯罪案件庭审，并以视频直播的形
式实现本次警示教育的全覆盖，通过

身边人、身边事，起到以案示警、以案
释法、以案明纪的良好效果。（霍雅迪）

●日前，西青组织区委政法委机关
干部、各政法单位干警代表开展政治
轮训，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区政法干警
增强政治自觉、筑牢忠诚根基。

（贾义清）

●日前，西青区“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拉开帷幕，围绕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
约安全利用”主题，宣传全区水资源状
况，推广保护河湖和工业、农业、生活
节水的重要意义。 （夏颖）

●日前，西青召开2021年上半年审

批定兵工作会议，听取西青区征兵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街镇及院
校对预定兵情况的意见建议。

（芦晓冰）

本报讯（记者 张敬 田建）日前，西
青区委书记李清等区领导来到王稳庄
镇植树点，同区四机关干部、各委办局
干部、王稳庄镇干部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

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区建设工程，
作为天津市双城间绿色森林屏障区八
大重点建设地区之一，是构建全市“一
轴两廊两带”“天”字形空间布局重要环
节。在种植区，李清等区领导与现场近
千名干部群众，三四人一组，挥锨铲土、
填入树坑、培实新土、堆起围堰，人人充
满干劲，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确保栽
种一棵成活一棵。经过大家的通力协
作，种植好的一株株树苗整齐排列，昂
然挺立，萌发出盎然生机，为春日的西

青增添了一抹新绿，把春季造林绿化工
作推向了新高潮。

劳动间隙，李清详细了解了全区生
态屏障建设进展情况，树木品种、植树
面积、栽后养管等情况。她强调，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是推进国土绿化的有效
途径，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
体。我们要弘扬全民义务植树理念，紧
跟我市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步伐，
加快推进大绿快绿工程建设，提升西青
生态环境水平，实现生态宜居的现代化
新西青。

李清说，建设双城间绿色生态屏
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生动实践，是保护修复生态环境、避免
双城盲目扩张、拓展绿色发展空间的战

略决策，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
吸引力和生态宜居水平的有力抓手。
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持之以恒抓好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永续发展的绿色
财富。当前，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
态建设工作，抢抓植树播绿的重要时
机，加快推进造林绿化任务，抓好苗木
管护，选择适宜生长的优质树种，确保
种植一片、成活一片、绿化一片。同时，
要广泛动员各地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
众，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逐步使义务植树成为一种社会风
尚，在西青形成全社会关心绿化、爱护
绿化、参与绿化的浓厚氛围。

西青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
政协四机关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参加。

据了解，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区一
期建设工程包括绿色生态廊道和生态
片林建设，生态廊道建设区域5.18平方
公里，生态片林建设区域4.7平方公里，
总投资14.7亿元。工程自2020年开工
建设，计划建设工期为2年。目前，生
态廊道道路、桥梁、水利、景观设施等基
础工程和造林绿化工程已全部完成，绿
廊景观效果已初步呈现。生态片林工
程已完成提升改造泵站37座，完成绿
化造林8100亩，栽植各类树木42万余
株。廊道内完成新建桥梁15座，新建
观光路21万平方米。
下图为植树活动现场

西青区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推进大绿快绿工程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本报讯（记者 于秀璇 李妍）日前，
西青区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市委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2020年工作，分析当前形
势，部署2021年政法工作。会议对
《2021年全区政法工作要点》作了说明。

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统领、聚焦
依法治区、聚焦政治安全、聚焦问题
短板、聚焦固本强基、聚焦教育整顿、
聚焦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
作的落实；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人
民意识和大局意识，始终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党课和终身必修课。要始终
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政法工作的
出发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关切的权益保障和公平正义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坚持问题导向、风险
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善于见微知著，
发现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风
险的上行外溢。要更加注重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和强基导向，推动各项
政法工作落细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西青召开政法工作会议

保障群众权益 维护公平正义

本报讯（记者 曹雪 田建）为深入
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持续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支持留学人员企业和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企业对接金融资源，日前，西青
区联合市人社局、市金融局在赛达企业
家服务中心成功举办天津市留学人员
企业暨半导体集成电路人才创新创业
联盟金融服务对接活动。

活动中，市金融局、市人社局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我市金融惠企与
人才惠企相关政策，银行与融资租赁机
构分别介绍了符合企业发展和人才创业

需要的金融服务产品。同时，活动现场
还设置交流环节，8家金融机构与14家
留学人员创业园、50余家留学人员企业
和人才联盟企业就企业贷款、创投支持、
上市咨询等情况进行洽谈对接。

近年来，西青坚持以空前力度实施人
才强区战略，让各类优秀人才专心创业、
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为西青发展带来加
速度、注入新活力；始终把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努力
为企业创造办事快、法治好、环境优的外
部环境，助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西青举办人才联盟金融服务对接会

优化发展环境 实施人才强区

本报讯（记者 王艳 王向伟）无偿
献血是人间传递真情的红色纽带。日
前，西青区献血办组织开展2021年团
体无偿献血活动。

本次无偿献血活动是西青区组织
的第二批团体无偿献血活动。在杨柳

青镇新华道无偿献血点，来自全区各
街镇、各委办局共计36个单位的热血
青年纷纷挽起袖子，为无偿献血公益
事业贡献力量。

据了解，活动开展为期两天共收
到210袋血液样本。

助力公益事业 传递“红色纽带”

西青组织团体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云静）日前，西青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镇两级人大代表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活动以电视电话
会议方式召开，区机关会议楼设主会
场，各街镇设分会场。

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员从西青区
“十四五”期间1010工程项目的总体介
绍、主要内容，十大重点片区项目、十大
产业园区项目等方面，为全区人大代表
做专题辅导，解读西青区“十四五”期间
1010工程项目，描绘了西青区今后五
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

会议强调，区、镇两级人大代表要
将西青区“十四五”期间各项工作与履
职工作有机结合，不断探索履职的新思
路、新途径和新办法，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区委、区政府确立的目标任务上
来。要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和模范
带头作用，全面了解掌握社情民意，了
解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意愿转变为人
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建言献策，
以一流的履职能力为西青发展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西青区组织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开展形势任务教育

发挥纽带作用 凝聚智慧力量

随着气温回升，杨柳青御河边桃花盛开，柳树吐新，吸引游人前来踏青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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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敬 李妍）日前，
市人民检察院一行到西青区人民检察
院调研指导。西青区委书记李清，区
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任福志，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单新源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市检察院一行实地参
观了西青区人民检察院12309西青检
察服务中心、远程视频接访室、公益诉
讼实验室、党建活动室、文化长廊等
地，随后围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机关
建设等工作展开了座谈。

李清向市检察院一行介绍了西青相
关工作情况。她表示，西青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
设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以此次
调研为契机，深入检视西青检察司法办
案工作的差距不足，牢记为民初心，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义，坚持民意导向，做到让群
众参与、请群众“挑刺”、受群众监督、由
群众评价，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
上的理念落实到每个工作细节中。

市人民检察院一行到西青调研

本报讯（记者 曹雪 田建）日
前，西青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庆祝建党百年大型全媒体主题
采访活动在位于李七庄街王兰庄村
的天津市“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纪念馆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西
青区融媒体中心的五支采编小分队
接受区领导的授旗。

西青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庆祝建党百年大型全媒体主题
采访活动将贯穿全年，分为蹲点式
调研采访、行进式采访报道与“中国
精神”主题采访报道三个阶段。西
青区融媒体中心的各支采编小分队
将深入践行“走转改”精神，用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深度展现在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青区传承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懈奋斗谋发展
的优良传统，从历经战火烽烟、团结
一致的革命岁月，到锐意改革、带领
人民成功奔小康，再到砥砺奋进建

新城、共谱时代新华章的沧桑巨变，
通过西青融媒全媒体平台互动联
发，广泛传播党的思想、讲好党的故
事，在全区掀起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的热潮，为站在“两个
一百年”交汇点上的西青区实现跨
越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活动结束后，第一小分队立即
深入采访报道王兰庄村的“红色记
忆”，追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和天津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成立
的革命故事。1936年6月，为响应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根
据中共地下天津市委指示，市学联
在王兰庄一带开展义教活动，发动
群众爱国救亡。1936年9月，中共
天津地下党组织在王兰庄建立了西
青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从此，党组
织在西青地区生根发芽，逐渐发展
壮大。
下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西青启动庆祝建党百年主题采访活动

挖掘生动典型 讲好党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贾义清）日前，江苏
省苏州市相城区政府一行来西青洽谈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事宜并进行
签约，双方就探索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合作新模式进行了商洽，并就政务
服务和营商环境建设进行座谈交流。

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有助于持续深化“放管
服”、政务服务改革。经双方协商，苏州
市相城区行政审批局与西青区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办公室达成了“跨省通办”
全面合作共识，并举行了签约仪式。

苏州市相城区政府一行来西青
合作洽谈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创新合作模式
改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