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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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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我市立足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定位，贯彻市
委、市政府“制造业立市”决策部署，
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着力构建以智能科技产业为引
领，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
产业为重点，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
工、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为支撑的
“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加快培

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高质量态势
加快形成。

市工信局研究室主任杨冬梅介
绍，近年来，我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领域，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千亿级新兴
产业集群，目前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26.3%，比“十二五”末提升了8.8个

百分点，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她介绍，下一步我
市将把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建设
制造强市的重要抓手，戮力攻坚，持续
壮大先进制造业的实力和底盘。要实
施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集中攻坚10条重点产业链，抓住关键
技术，着力提升集群创新能力，梳理关
键环节技术短板，引导集群企业参与

“揭榜挂帅”，实现“卡脖子”技术创新突
破。要抓住龙头企业，加快集群优质企
业梯次培育，着力构建以领航企业为引
领、以单项冠军企业为支撑、“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跟进跃升的梯次发展格
局。要抓市场化产业促进机构，坚持每
条产业链有一个促进机构，鼓励行业协
会、事业型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参与集
群服务，培育形成更多新型促进机构。

本报讯（记者刘平通讯员吴跃萌）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
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市
委常委会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经市委批准，6月2日至4日，
市委统战部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我
市统战系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专题培训班。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作动员讲话。
冀国强指出，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集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对于在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
线法宝作用，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
化、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条例》学习贯
彻各项工作，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大
统战工作格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大
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增强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统战意识，着眼新发展阶段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推动统一战线
工作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
培训班传达学习了市委常委会暨市

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并
安排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史专题讲座。
市委统战部部务会成员，各区委统战部、
市统战系统各单位、各民主党派市委会、
各高校党委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昨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将自6
月16日起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海河国际
消费季活动，推出多种促销形式，打造天
津消费升级版。副市长王旭出席发布会
并讲话。
据悉，此次海河国际消费季采取平

台支撑、商家让利、跨界融合模式，总体
框架为“1+6+7+N”，即举办一场线上线
下结合的启动仪式，组织各区、相关企业
按照“一区一主题”实施六大专项行动，
举办七大重点活动，发放《购天津消费指
南》宣传册，累计开展600余场主题促销
活动。
王旭在发布会上表示，海河国际消

费季是天津首次由市政府主办的全市性
消费促进活动，旨在保持我市消费增长
的良好势头，增添市场活力，助力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通过活动促进商业功
能的集聚，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增强我市
对国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这一活动将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进一步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层次的需
求。天津将继续打造有影响力的国际商
圈，发展夜间经济，吸引更多新品、首店
落户，弘扬老字号品牌，发展会展业，鼓
励新型消费，引进新业态、新场景，推介
具有天津特色的商旅文娱项目，提升商
业服务质量，使消费成为天津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支点。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会见京
东集团副总裁薛刚一行。双方就打造

创新应用场景，在直播基地、数据交易
中心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我市统战系统专题培训班举办

我市将举办海河国际消费季活动

市领导会见京东集团客人

我市把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建设制造强市重要抓手

引导集群企业参与“揭榜挂帅”

津兴铁路首榀箱梁成功架设

本报讯（记者万红摄影张磊）津
兴铁路建设又有新进展，昨天，记者从
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前，新建津兴
铁路全线首榀箱梁成功架设。作为该
工程的阶段性节点，本次架梁施工标
志着津兴铁路建设由下部结构施工进
入到架梁施工阶段。
据介绍，津兴铁路是贯彻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基

础设施，项目起于天津西站，终至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新建线路起自胜芳，
终至固安东站，长度约47.36公里，全
部位于河北廊坊境内，由天津市、河北
省共同投资建设。津兴铁路建成后，
将实现天津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接
连通，形成京津之间的第四条高铁通
道，天津与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将实现半小时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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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雯）在明知七里
海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禁猎区，仍非法捕杀列入《天津市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苍鹭、斑嘴鸭、
绿头鸭等野生鸟类；将重金属严重超
标的废酸水，倾倒在紧邻市场的沟渠
内，经环保部门监测，废酸水中镍含量
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
以12000元的价格出售白色羽毛鹦
鹉一只，经鉴定，该鹦鹉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昨日，在“6·5世界
环境日”到来之际，市高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在发布《天津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白皮书（2020）》的同时，将一些破坏
环境资源典型案例进行曝光。

据介绍，2020年，全市法院新收
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3243 件，审结
3299件（含旧存），其中，刑事案件新
收113件，审结122件；民事案件新收
2940件，审结2978件；行政案件190
件，审结199件。环境资源审判具有
极强的专业技术性，为加强审判团队
专业化建设，今年，市高院重新组建了
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同时指导第一、第
二、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和部
分基层法院成立了新的环境资源审判
团队，调整充实审判力量，合理配置审
判资源。2020年5月，市高院指导滨

海新区人民法院成立中新生态城环资中
心法庭，该法庭为本市首个环境资源审
判专门机构，实现了滨海新区内塘沽、汉
沽、大港、功能区等地域环境资源案件的
集中管辖。
在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有的是我市首

例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2017年11月间，魏某某、于某某等在
明知七里海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禁猎区且每年3月至5月及9月至
11月为禁猎期的情况下，仍在保护区北淮
淀东海养鱼池多次投放涂抹农药克百威
的小鱼或用克百威炒制的蚂蚱，非法捕杀
列入《天津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苍鹭、斑嘴鸭、绿头鸭等野生鸟类68只，其
非法捕杀行为导致7只国家一级保护濒危
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死亡。宁河区法院于
2019年10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魏某某、
于某某等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捕
猎、杀害濒危野生动物罪。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发现该线索

后，经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的行为破坏了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法院
判决魏某某、于某某等6人赔偿国家野
生动物资源损失734000元并通过省级
以上媒体刊物以书面文字方式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

在典型案例中，还有一起是非法出售、
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2019年3月，
经微信协商，刘某甲在其住处以12000元
的价格向刘某乙出售白色羽毛鹦鹉一只。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该鹦鹉为蓝眼凤头鹦鹉，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后公安部门将二
人抓获。涉案鹦鹉移交天津市野生动物救
护驯养繁殖中心救助。
法院认为，刘某甲非法出售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构成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刘某乙非法
收购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均应予处罚。最终，判处刘
某甲有期徒刑七个月，退缴违法所得
12000元，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刘某乙
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法官提醒，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

些市民喜欢饲养宠物，花鸟市场也经常
有店家出售羽色艳丽的鹦鹉，但是许多
人并不清楚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未经批
准的情况下，出售、购买和利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否则即可能构
成犯罪，而不以是否知情、是否盈利为定
罪标准。

市高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曝光典型案件

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要付出代价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

局获悉，我市提速加力推动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2020年全年转换深层地下水
5115万立方米，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量
0.65亿立方米、同比下降42.5%，提前超
额完成国家规定任务。2020年第四季
度，深层地下水水位较2019年同期上升
2.62米。今年计划转换深层地下水900
万立方米，深层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

4400万立方米内，为明年年底基本实现
深层地下水零开采奠定基础。
另据介绍，我市持续实施农村饮水

提质增效工程，累计提升全市2817个
村、286.8万农村居民饮水质量；2020年
完成778家企事业单位、10.22万亩农业
水源转换，关停机井4303眼，对备用、封
存、回填机井实行台账管理，坚决杜绝非
法用水。

我市深层地下水水位回升2.62米

（上接第1版）
调整优化用地审查审批流程，在

严格落实法定程序、确保审查标准不
降低的前提下，精简报批环节、明确审
查时限、提高审批效能，用地审批效率
在全国名列前茅。2020年以来，我市
绝大部分项目用地审批时限在20个
工作日以内，横向对比，审批效率远高
于其他省、市、自治区。

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切实
保障有效投资用地需求。对纳入重点
保障的项目用地，在批准时配置计划
指标；对未纳入重点保障的项目用地，
以当年处置存量土地规模作为核定计
划指标的依据；对于消化存量建设用
地有困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不
足的区，从市级统筹计划指标中调剂，
并引导其使用跨省挂钩扶贫计划指

标，用于经营性房地产项目、保障重点工
业项目等。2020年以来，我市审批新增
建设用地1651公顷，确保了各级各类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指标需求。

与此同时，我市规范征地程序，健全
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制度机制，出台
了《征收土地工作指南》和《关于加强征地
补偿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政府
在征地工作中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开展“启动、调查、确认、评估、公告、听证、
登记、协议”等征地前期工作，未按照规定
开展工作的坚决不予报批用地，确保阳光
征地、依法征地。调增我市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标准，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按照自然资源部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评估工作要求，定期
组织开展对各区落实土地用途管制、节约
集约用地等情况进行评估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了充
分维护，同时为重点项目用地和各区经济
社会发展用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下一步，市规划资源局将按照国务
院通报要求，进一步推进落实重大改革
和重点工作，落实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机制体制改革，强化重大建设项目用地
保障，加强耕地保护，规范征地管理，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十四五”规划土
地管理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上接第1版）临近下课时，一位同学
在分享体会时说：“希望到2035年，我
能成为心中有火、眼里有光的人，因为
我坚信那时的我，眼中会看见更美的
中国，中国也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成
为更富强的国。”听到这句话，朱培红

十分感动，立即把学生的感悟记在了自
己的听课笔记上，“党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思政课上讲党史，就是要用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的艰辛历程、辉煌成就、
伟大精神昭示未来、点亮心灵，引导学生
听党话、知党恩，永远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我市土地综合管理水平排名全国前列

我市170万亩
夏粮丰收在望
2700台联合收割机准备完毕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我市170万亩夏粮总体
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预计总产量将
高于往年。为确保颗粒归仓，市农机
管理部门提前制定工作预案，2700
多台联合收割机已准备完毕，预计6
月10日左右，我市夏粮将正式开镰
收割。
据介绍，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市

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千方百计增加夏粮播种面积，扩大良
种覆盖率，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确保种足、种好冬春小麦。今年
全市夏粮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14万
亩，市、区农技部门组织农业技术人
员深入麦田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理，
搞好虫情预报，积极采用统防统治等
手段，确保每一块麦田都能得到及时
防治。
同时，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市

农机管理部门提前计划，联系本地和
外地农机大户，备足了2700多台联
合收割机，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小麦机收率将达到100%。今年，市
有关部门还联系国内一些重点智能
农机生产厂家，将引进一部分智能
化无人联合小麦收割机参与我市夏
粮收获，进一步提高收获速度和收
获质量。
为进一步保护好生态环境，杜

绝秸秆野外燃烧现象，今年农机部
门已经准备好 5000台套小麦秸秆
粉碎机，所有收割机全部安装秸秆
粉碎装置，做到边收割边粉碎。在
武清、静海等有条件的区继续推广
秸秆打包外运作业，增加秸秆环保
处理方式，变废为宝，增加种粮农
户经济收入。

（上接第1版）
过去一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减排，

紧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域，推进结
构调整，深化治污减排。其中，我市集
中力量破解“园区围城”“钢铁围城”，
累计完成246个园区治理任务，园区
治理任务基本完成，3家钢铁企业完
成整体退出；率先完成北方地区居民
清洁取暖；建成华电国际、南港港铁物
流、忠旺铝业铁路专用线，钢铁、焦化、
水泥行业大宗物料铁路运输比例大幅
提升。
京津冀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标

准制定上，逐步体现协同要求。统一协
调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立法安排，率先在省级层面为
全国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范本，完善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制度体系。
三地环境执法协同性越来越强，

信息也越来越通畅。共同打击区域内
环境违法行为，形成了有部署、有行
动、有标准、相互支持、共同配合的环
境监察执法局面。生态环境联合执法
打破“层级壁垒”，使执法联动机制进
一步拓展、完善和深化，切实解决了一
批交界处环境违法问题，清理了一批
违规项目，推动了区域环境质量的不
断提升。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
在“津城”与“滨城”之间，一条绵

延736平方公里的绿色走廊上，树木
茁壮成长。这里，是京津冀东部绿色
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天
津还升级保护修复了875平方公里天
然湿地，153公里海岸线综合治理，守
牢生态安全边界。
如今，京津冀三地生态协同发展

正阔步向前，步伐踏实而又坚定，为这
片区域的宏伟蓝图，增添一道道鲜亮
的绿色。

实现蓝天常在繁星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