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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文汇

本报讯（记者袁广齐 赵金辉 孙承圣）日前，
区委书记蔺雪峰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市委、市政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市
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
作会议精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精
神，审议《静海区高质量推进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
作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2021年实施方案》等，听取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恩海，区政协主席窦双菊，区
委副书记许南出席。
蔺雪峰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将其列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内
容，持续加强内宣和外宣工作，讲好中国故事、天津
故事、静海故事，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营造良好舆
论环境。要把对外宣传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务，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自抓、亲自做。要充分利用好中日（天津）健康产业
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德大邱庄生态城、子牙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现有对外开放平台，深化对外文化交
流，多方面拓展宣传渠道，牢牢把握外宣工作主动
权。要注重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体制机制创新，着
力提高静海对外宣传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蔺雪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
习领会，紧密结合静海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
提升。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构建促进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发展格局。

蔺雪峰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把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下转第15版）

本报讯（记者袁广齐 赵金辉）日
前，静海区举行两级理论中心组集体学
习暨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邀请
市纪委监委法规室主任赵澎就用好用活
“第一种形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作专题辅导。区委书记蔺雪峰，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赵恩海，区政协主席窦双菊，区委副
书记许南出席并聆听讲座。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沈洁主持。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
督的意见》和市委《关于党委（党组）运用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意见》，推进全
区各级党组织“一把手”和班子成员扛牢
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用准、用好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大力营造主动
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浓厚氛围。

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忏悔
实录》。随后，赵澎围绕“第一种形态”的
提出和重大意义、市委研究制定运用监
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意见的背景和过
程、需要重点把握的内容、运用“第一种
形态”的认识体会等内容作了深入浅出
的解读和辅导。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
出、生动精彩。

会议指出，各单位要通过理论中
心组、专题研讨等形式，对《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的意见》和市委《关于党委（党组）运用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意见》等文
件精神和本次专题辅导内容进行再学
习、再深化。各单位党委（党组）“一把
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

班子成员要扛牢“一岗双责”，结合巡视
巡察反馈、日常监督发现、群众信访反
映和案件查处等情况，精准分析本单
位、本系统政治生态和干部思想作风情
况。要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
教育监督管理，把思想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大力营造正确认识监督、主
动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氛
围，不断汇聚知责思为、知责思进、勇挑
重担、干事创业的强大气场，确保静海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政府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和区委各部
委、区级国家机关和区直单位、各人民团
体和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
参加；其他处级领导干部在区委党校及
各乡镇、街道、园区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记者李跃军 邢文梁）6
月15日，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行，标志着“爱玛科技”正式
挂牌上市，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也成为
静海区第二家实现A股主板上市企业。

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孙洋，静
海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和爱玛科技
集团董事长张剑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行
业协会、券商代表等各界嘉宾参加上
市仪式。此次在A股上市发行，成为爱
玛科技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有
助于企业进一步扩张营业规模，增强市
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
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张剑表示，步入上市公司行列后，爱
玛一定借助资本市场的东风，进一步巩
固和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努力把爱玛科技打造成一家治理
规范、决策科学、品质卓越的上市公司。

在各方嘉宾的见证下，张剑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逖签订《上市协
议书》。爱玛科技集团副董事长段华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赠送了爱玛A500电
动车3D模型。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
理刘逖回赠开市铜锣模型。9时30分，
爱玛科技集团受邀嘉宾和金汇江、张
剑、段华共同为爱玛科技A股股票交易
鸣锣开市，“爱玛科技”正式在上交所挂
牌交易。

近年来，静海区高度重视企业上市
工作，出台了关于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
快新动能引育等相关扶持政策，大力支
持有条件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改、踊跃进
军资本市场。为保证企业顺利上市，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企业需求，实行菜
单式对接，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温馨的
服务，促进了一批企业走上产业、科技
与资本相融合的发展之路，借力资本市
场，实现了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曹希霞 邢文梁）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带队检
查企业安全生产和麦收情况。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

在双塘镇旭华道延长线小麦收割现场，金汇江走入田间地头，认真察
看小麦收割情况，与农口部门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要求，有关部门要切
实加强领导，认真履职，集中力量，加快小麦的收割进程，确保小麦颗粒归
仓，实现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同时，要提前着手，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工作，
提高夏种质量，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随后，金汇江深入天津市天洋发线材有限公司和天津华旺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对夏季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金汇江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安
全意识，积极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做好安全防护工作。要加大
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
洞，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企业安全有序运营。

本报讯（记者曹希霞 邢文梁）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执法检查组第四组一行，在组长苏智带领下到静海，采取明查与暗访相
结合、查阅资料与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对《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贯彻
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分成三个小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恩
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殿密，副区长、公安静海分局局长刘洪庆陪同第一
小组检查。副区长罗振胜和区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执法检查组第一小组先后深入光合谷旅游度假区、区政务服务中心、
静海镇禹洲尊府社区，就《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实
地检查，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区政府落实工作汇报，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进行现场交流。 （下转第14版）

本报讯 （记者曹希霞 张厚泽）日前，静海区举行区乡村振兴局和区
林业局揭牌仪式。区委副书记许南、副区长罗振胜出席仪式并揭牌。

许南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区乡村振兴局和区林业局的成立
表示祝贺。 （下转第14版）

本报讯（记者袁广齐 赵金辉 孙承圣）6月
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
长张伯礼带领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高秀梅、副
校长孟昭鹏赴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
范区，就校地合作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区委书
记蔺雪峰与来访人员洽谈对接，现场协调解决

有关问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恩海、区政协
主席窦双菊、区委副书记许南出席。

张伯礼表示，天津中医药大学与静海区有
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双方在中医药产业合作方
面形成高度共识，已构建成发展共同体。

（下转第15版）

本报讯（记者袁广齐 赵金辉 孙承圣）6月17日，坎德拉（深圳）科技
创新有限公司CEO贺智威一行到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就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交流推动，并与合作示范区管委会举行项目签约活
动。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黄淑芳与客人进
行座谈，并见证项目签约。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党委书记常子
奎、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孟昭鹏出席。

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基于自动驾驶、
自动导航、车规级动力总成系统开发、嵌入式软硬件、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
深入研究及探索实践，致力于用科技创新构建全球智能社会。公司目前是
全球唯一可以提供从室外到室内末端智能配送立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
企业，也是全球唯一在CBD、科技园区、企业总部大楼、高校、社区均实现最
后一公里配送入户全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企业。此次签约的坎德拉机
器人合作项目，将在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成立北方总部和
研发中心，项目一期积极开展医疗消杀机器人的销售和研发业务，二期在
静海区落地机器人生产线项目，实现规模化生产。

签约仪式前，贺智威一行深入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进
行了参观考察。

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副总裁程钟洋，医疗事业部总监于浩
和区委办公室、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

区领导与天津中医药大学领导座谈

深化校地合作 助推静海大健康产业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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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区举行两级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
暨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扛牢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静海区A股上市企业再添新军

爱玛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坎德拉机器人项目落户静海

区领导检查麦收和安全生产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到静海检查工作

静海区乡村振兴局、林业局揭牌成立

近日，中旺镇韩庄
子村千亩油菜花盛花期
翻耕工作正有条不紊地
进行，花田里一片繁忙
景象。油菜花做绿肥能
够有效改善土地肥力，
从而确保下一茬农作物
高产高收，为村民们铺
好致富之路。

张宸齐 摄

本报讯（记者李跃军 杨晓鑫）6月
17日，区长金汇江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106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
燃气爆炸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强总
理有关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就加强全区重点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推动再部署。

会议指出，党的百年华诞将至，抓好
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重大的
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从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抓
实安全生产工作，真正把“四铁”要求落
实到安全生产的全领域、各环节，切实担
负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会议强调，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
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底线思维，深刻分
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
尤其针对雨季事故高发特点，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认真梳理安全生产各类风
险点和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靶向施治，提

高风险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举一反
三、突出重点，深刻吸取近期发生的安全
生产事故教训，强化对燃气管道、居民用
气、集贸市场及流动摊贩液化气、报废空
瓶处置等涉燃气类安全排查，做好对危
化品、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高
温、防溺水、防触电、敬老院安全设施及
农村危房的安全检查和处置，确保排查
到位、整治到位。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乡镇、园区要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进一步强化各单位“一把手”
的领导责任、属地属事责任，压实企业的
主体责任，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不断健全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隐患逐
一整改销号。对排查不到位、整治不彻
底、责任不落实的，坚决依法严肃追责问
责，坚决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努
力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下转第14版）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袁广齐 赵金辉 孙承
圣）6月17日，区委书记蔺雪峰主持召开
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
场燃气爆炸事故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
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本市庆
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会议和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暨常态化扫
黑除恶部署推进会、“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情况汇报会精神，审议《静海区党史学
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方案》，听取相关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汇江，区政协主席窦
双菊出席。
蔺雪峰强调，要认真传达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
理批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立足天津之
“特”，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安全
摆在首位，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要进一步压实各环节安全生产责
任，举一反三，聚焦重点领域和部位,全
面迅速开展隐患大排查，确保整改到
位。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
要处理”的理念，坚持系统思维、源头治理，
充分发挥三级网格员的作用，全力做好各
类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做到防患于未然、
化解于萌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发生。对隐患不重视、防范不到位、处置
不及时等情况绝不手软，严肃追责问责，以
强有力问责倒逼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
级领导干部要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以“一
竿子插到底”的劲头狠抓落实、层层传导压

力，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企
业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蔺雪峰强调，全区上下要站在讲政治
的高度，深刻认识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
维稳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牢底线思维，增强
忧患意识，始终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筑牢
首都政治“护城河”。要采取多种措施，耐
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好信访人合理
诉求。要坚持系统思维，扎实推进扫黑除
恶常态化工作，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扎
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
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下转第15版）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防患未然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对标对表 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