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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静海镇的天津天地人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种植的各类蔬菜喜获丰收，吸引了京津

等地的客商前来收购。图为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

采收芹菜。 张鹏 摄

（上接第13版）区领导表示，当前，
静海区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
以深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
经济提速增效，需要金融部门一如
既往的支持和服务。希望国家开
发银行天津分行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在服务产业项目投资、实体经
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
振兴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深化务
实合作，为静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加精准有效的金融服务，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顾天翊表示，静海区位交通优
越、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良好、
发展前景广阔。国家开发银行天津
分行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作用，在深化现有合作的基础上，
紧跟静海“十四五”发展战略目标，
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着力在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导入、民计民生
改善等方面全方位多维度拓展合
作，积极为静海发展提供更好的金
融服务和支持。

随后，双方就有关合作项目进
行了深入沟通洽谈，将进一步创新
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实现共赢
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
杨杰，区领导曲海富、杨坡参加。

国开行天津分行客人

到静海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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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税务局“春雨润苗”助力小微企业

今年是区和乡镇领导班子换
届年，这是全区政治生活的一件
大事。中央对加强换届风气监督
工作高度重视，明确提出“十严
禁”的纪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严格执行，把纪律挺在前面，
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
“十严禁”纪律要求是：
一、严禁结党营私。对拉帮

结派、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和小
圈子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
异己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
集团的，一律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二、严禁拉票贿选。对通过
宴请、安排消费活动，快递邮寄、
电子红包、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
礼品礼金，以及打电话、发信息、
当面拜访、委托他人出面等形式，
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串
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
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
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贿选的依法处理。

三、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
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
贿赂他人的，通过帮助他人谋取
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索取、收受
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
并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四、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
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
务、提高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
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
者党纪政务处分。

五、严禁个人说了算。对以个
人决定代替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
的，授意、暗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
的，一律取消相关任用决定，并严
肃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

六、严禁说情打招呼。对为
他人推荐提名、提拔调整疏通关
系的，违规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
地区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的，一
律作为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
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在案，并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

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七、严禁违规用人。对借换

届之机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
数配备干部、违反规定程序选拔
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无效，并
对相关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八、严禁跑风漏气。对泄
露、扩散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信
息的，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九、严禁弄虚作假。对篡
改、伪造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
在换届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
曲事实真相的，一律予以纠正，
并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给予
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十、严禁干扰换届。对境内
外敌对势力搅扰破坏换届的，严
加防范、坚决打击；对黑恶势力、
家族势力、宗教势力干扰影响换
届选举的，违规接受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提供资助或者培训
的，以威胁、欺骗、利诱等手段妨
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的，造谣
诽谤、诬告陷害或者打击报复他
人的，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为便于广大干部群众举报违反
换届纪律的问题，加强换届风气监
督，营造良好换届环境，换届期间，
静海区委组织部将通过“12380”电
话、来信、网络、短信“四位一体”的综
合举报平台，全天候受理违反换届
纪律问题的举报。干部群众可以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短信或信件等方
式，反映有关问题。

区委组织部“四位一体”举
报平台：

1、举报电话：12380—17
2、举报网站：www.tj12380.

gov.cn
3、举报短信：13902012380

（仅限接收短信）
4、来信地址：天津市静海区

迎宾大道 99 号行政办公中心
1031室（静海区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科），邮编：301600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委组织部

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本报讯 （记者曹希霞 邢文

梁）11月15日，天津市“信易贷”推
广接力活动暨静海区“信易贷”融资
对接会在静海区举办。区委常委、
副区长曲海富出席并致辞。

据悉，举办天津市“信易贷”推
广接力活动暨静海区“信易贷”融资
对接会，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决策部署，积极为广大守信
中小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
举措。“信易贷”作为信用贷款一种
创新服务模式，打通了中小微企业
与金融机构之间信用、融资信息共

享渠道，为信用状况良好且符合授
信支持条件的守信主体提供了便利
优惠的融资信贷服务。

活动中，市发展改革委信用管理
处负责同志介绍了天津市“信易贷”
工作整体情况；市公共信用中心负责
同志介绍了“信易贷”平台功能；各金
融机构介绍了“信易贷”产品；“信易
贷”获贷企业代表作了大会发言；银
企双方现场进行了交流互动。

天津银保监局、市税务局、市金
融局、市工商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和静海区相关关部门、诚信企业、
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

“信易贷”推广接力活动暨
融资对接会在静海区举办

本报讯 （记者高帅 于学超）
11月17日，静海区召开校园安全专
项整顿推动会。副区长杨文胜出席
并讲话。区教育、政法系统相关部
门和各乡镇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各乡镇
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认清形势，全面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全力做好校园安全专项整顿各
项工作。要紧紧抓住专项整治的契

机迅速行动，开展大排查大整改，进
一步提升执行力，全面补齐工作短
板，切实筑牢校园安全的铜墙铁
壁。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统筹协
调，完善长效机制，全面构筑管理合
力，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安
全保障。

会议就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围绕重点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静海区召开校园安全
专项整顿工作会本报讯 （记者张宸齐 通讯员王丹

丹）中旺镇王官庄村村“两委”成员在入
户走访期间，发现村内小胡同均没有设
置路灯，村民出行极不方便。经村“两
委”商议后，为每一条有路灯杆的胡同里
都安装上路灯，方便村民夜晚出行。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王官庄
村党群服务中心积极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使村民关心的
烦心事得到了解决。在此次安装路灯工

作中，为确保没有遗漏，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赵永伟带领村“两委”成员，
逐一检查胡同安装路灯的点位，最终确
定全村需要安装路灯的点位共 90 多
处。同时，村内的爱心企业得知村里要
安装太阳能路灯，主动捐款，帮助采购安
装，为村民夜间出行保驾护航。如今的
王官庄村，夕阳过后道长明，村民们夜间
出行有了保障，纷纷为村“两委”和爱心
企业点赞。

王官庄村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张宸齐 通讯员
王丹丹）日前，中旺镇曾家河村在党
群服务中心成立网购平台自提点，解
决了村里没有生活超市的不便。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曾家河
村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
要载体，结合“强党性、办实事、促发
展”主题活动，积极开展惠民活动。
该村位于中旺镇最西边与河北省交

界处，常住人口不足300人，由于村
里没有生活超市，村民网上购物或者
托人带货，需要到2公里外的姚庄子
村网购平台取件。为此，经村“两委”
研究，在党群服务中心开设自提点，
解决村民的烦恼，方便了村民日常生
活，既解决了目前村内没有实体超市
的“烦恼”，也打破了网上买东西邮寄
时间长、村里没有快递点的“尴尬”，
赢得了村民们的好评。

曾家河村开设便民网购自提点

本报讯 （记者高阳）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初冬时节的团
泊湿地，岸边芦苇丛生、草木丰盛，水面
上鸟儿翱翔、觅食，充满了诗情画意。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越来越多的
候鸟在团泊湖驻足“歇脚”。素有
“华北绿宝石”之称的团泊湖湿地，
已逐渐成为“候鸟天堂”。据介绍，
该地区 2015 年可观测到 113 种鸟类，
数量 3 万多只，到 2020 年可观测到
200 多种鸟类，数量 5 万多只。今年
趋势估计要比去年种类还要多。作
为候鸟南迁路上的重要“驿站”，团
泊湖丰沛的水草资源和优越的湿地
环境已然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
园。主要有“鸟类大熊猫”之称的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灰鹤、大天鹅、小天鹅、白
琵鹭、海鸬鹚以及苍鹭、银鸥、白骨
顶鸡、黑尾塍鹬等国家“三有”保护
鸟类。这些大自然的精灵用行动为
静海优良的生态环境“点赞”。

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团
泊鸟类自然保护区通过实施积极的
生态修复措施，加大巡查救护力度，
完善电子“围栏”监控体系，开展严厉
打击破坏保护区资源的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开展湿地和鸟类栖息地保护
宣传工作等举措，提高生态承载能
力，为鸟类的迁徙、生存提供安全、适
宜的生态环境。如今，团泊湿地自然
保护区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环境

日渐改善，绿化面积已经达到3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不足10%上升到

如今的 16%，湿地生态涵养功能正在
逐步恢复。

图为团泊湖成群结队的候鸟觅食

嬉戏。 王强 摄

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

筑起生态屏障守护候鸟天堂

本报讯（通讯员程瑶 刘田）为进
一步推进“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助力小
微企业发展，近日，区税务局联合梁头
镇商会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税企座
谈会，就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纳税服务
质效等方面与企业积极沟通，会上各方
各抒己见，共话企业发展。
“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以推进减税

降费、落实和优化对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为抓手，通过
商会和税务部门紧密协作发挥合力，
切实当好纳税人的“娘家人”，持续深
入为企业“送政策、优体验、助成长”，
让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和创新服务举
措及时惠及小微企业，有效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拓展成长空间，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形成税企同心、共促发
展的良好局面。座谈会上，税务干部

针对农产品发票适用政策、收入核算
成本要点、发票使用风险点等行业常
见的涉税问题作了详细解读，围绕税
务部门如何更好地发挥职能、如何优
化办税流程、提高效率等问题与参会
代表展开热烈讨论。企业代表畅所
欲言谈感受，“非接触”“减税费”成为
与会企业代表们的“高频词”。“税务
工作的变化是我们有目共睹、切身体

会的。现在虽然进厅的次数少了，但
税企交流反而更多了。区税务局‘一
户一策’的精准服务和优惠政策的及
时落实，让我们企业的发展更有信
心。”参会企业代表说。针对企业提
出的“加快资料流转审批速度、加强
清算涉税辅导”等需求，该局相关负
责同志以及业务骨干对各企业的意
见及诉求逐一作出回应。

本报讯 （记者曹希霞 于学

超）11月19日，静海区召开2022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推动
会。副区长杨文胜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推进全民参保，坚
持应保尽保、保障基本，是健全覆
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
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破
解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求的基础
保障。各部门、各乡镇、村街要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立足各项工作
任务，积极落实参保扩面工作的主

体责任，坚持组织领导到位、协调
配合到位、政策宣传到位、督办检
查到位，扎实推动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工作顺利实施，为促进全区人民
身心健康、构建和谐静海提供有效
保障。

会上，区医疗保障局负责同志
对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就2022年度
参保扩面工作作了动员部署；区税
务局、区教育局负责同志就2022年
度居民医保经办工作作了发言。

区有关部门、乡镇、街道负责
同志参加。

静海区召开2022年度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工作推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