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大事记

1 月

4 日 政协天津市和平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和平区会议中心召

开。6日，结束。

7日 和平区参加“公仆接待日暨区长热线”活动，现场解答解决居民群众

提出的各类问题。

10 日 长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带队到和平区调研与长春对口合作工作。

同日 和平区委统战部召开中共和平区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

议情况通报会。

11 日 和平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议。

同日 和平区委召开各街道工委、区委各部门和区属党委（工委）主要负责

同志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13 日，和平区举办落实“九全”工作机制网格员专题培训班。

同日 和平区召开 2019 年交通安全工作总结暨 2020 年春运工作部署会。

14 日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市退役军人文艺宣传

队在南市会馆举办 2020 年春节大走访启动仪式。

15 日 和平区召开“牢记嘱托再出发 精准化精细化为民服务”典型案例首

发推介会。

21 日 和平区召开《和平区引育新动能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政策

发布会。

22 日 和平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4 日 和平区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

28 日 和平区召开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发热门诊医疗机

构和相关区域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应急处理工作。

31 日 中共和平区第一集中隔离观察点临时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成立中国共

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一集中隔离观察点临时支部，领导第一集中隔离观察点疫情

防控工作。

2月

3日 和平区召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专题会议。

5 日 和平区组织全区各公共服务窗口单位专题研究疫情防控期间便民服

务措施。

同日 和平区召开疫情防控期间经济运行推动会议。

7日 和平区专题研究部署压紧压实物业公司、准物业公司全面实施居民小

区封闭式管理责任工作。

9 日 和平区召开驰援武汉抗击疫情医疗队誓师大会，第一批 10 名医务人

员赴湖北武汉，支援江岸方舱医院。

14 日 和平区通过“雪亮工程”视频系统与全区 64 个社区进行视频连线，

详细了解各社区联防联控、居家隔离等措施落实情况，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这是“雪亮工程”视频系统首次应用于疫情防控工作，标

志着和平区疫情防控区、街、社区三级指挥系统进一步完善。

15 日 和平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金街步行街改造提升领导小组会议。



同日 和平区第二批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医疗救护队出征仪式。第二批 12 名

医务人员赴湖北武汉，支援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

18 日 和平区召开商务楼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联工作视频会议。

21 日 和平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组长办公（扩大）会议。

同日 和平区专班专题研究部署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并赴相关商务楼宇现场

组织推动落实。

22 日 和平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

23 日 和平区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与各街道负责人视频连线，传达市

疫情防控工作第六检查指导督导组有关要求，部署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实际问

题。

25 日 和平区召开关于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专题视频会。

29 日 市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平区介绍全区疫情防控、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生活保障工作情况。

本月 和平区区对口帮扶的甘肃省舟曲县实现脱贫摘帽。

3月

3日 区主要领导到驰援湖北的和平区一线医护人员家中走访慰问。

9日 和平区召开推动楼宇企业复工复产专题视频会议。

15 日 和平区召开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推动会。

17 日 市疫情防控工作第六检查指导督导组到和平区防控指挥部检查指导

工作。

同日 和平区第一、第二批支援湖北武汉方舱医院的 21 名医务人员胜利返

回天津。

18 日 新兴街社区志愿者服务 31 周年纪念日，“共抗疫情，志愿同行”社区

志愿服务 31 周年主题活动在朝阳里社区举行。本次活动因为在疫情防控期间，

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

20 日 国务院复工复产调研天津工作组一行到和平区调研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享受社保费减免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21 日 和平区社工学院和社工之家在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正式成立。

22 日 和平区召开加快推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复业专题培

训视频会议。

24 日 市发改委调研组到和平区，就服务业复工复产工作开展调研。

31 日 和平区举办驰援武汉医疗队及进驻海河医院医护人员欢迎仪式暨座

谈会。

和平区支援湖北的全部医务人员圆满完成支援任务，胜利返津。

4月

2日 和平区召开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工作调度会。

4 日 和平区政府领导同志参加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默哀活动。区各界深切悼念抗击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11 日 和平区召开与甘肃省靖远县东西部扶贫协作视频对接会。

13 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区领导小组会议。



同日 和平区召开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领导小组会暨交流推动

会。

15 日 和平区召开贯彻落实天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2020 年第一

次全体(扩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推动会。

18 日 和平区召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最美逆行者”返岗座谈会。

同日 和平区召开与会宁县东西部扶贫协作视频对接会。

23 日 和平区举办商务楼宇“众志成城、战疫先锋”纪念章发放仪式，并播

放《和平区商务楼宇防疫纪实》视频。

28 日 和平区开展“津城献爱心、精准助脱贫——天津市消费扶贫云签约”

和平区分会场云签约活动。

29 日 和平区开展 2020 年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活动。

30 日 和平区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

5月

6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暨“接链、促需、护企”

行动动员部署会。

8日 和平区招商大会战指挥部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会议。

9日 和平区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推动会。

18 日 和平区参加“迎难而上，双战双赢——区长访谈”特别节目直播。

20 日 和平区召开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启动十一届区委第八轮巡察。

21日 和平区召开2020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动会暨第二届文明

校园推荐评审会。

同日 和平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会议。

同日 和平区召开“接链、促需、护企”企业用工撮合对接现场会。

25 日 和平区召开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推动会。

26 日 和平区召开民营经济“十四五”规划研讨暨南京路国际商务发展带

招商引资工作推动会。

27 日 市应急局到和平区调研检查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

工作。

同日 市委政法委到和平区针对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安保工作进行专

项督导检查。

6月

6日 和平区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8日 和平区政协城建社保委、教育科技委联合召开“进界别，听民声”暨

助推“老旧楼加装电梯”工作界别协商会。

10 日 和平区妇儿工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

10 日 和平区召开商务楼宇“接链、促需、护企”专项活动现场撮合座谈

会。

23 日 民革天津市委员会调研组到和平区调研《天津市促进养老服务》落实

情况。

24 日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云签约”和平区分会场活动落幕。

29 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民心工程中期推动会。



30 日 和平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

同日 和平区召开迎接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复查、食品安全工作推动部署会。

7月

1日 和平区开展以“万众一心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听党

话 感党恩 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

同日 “和平夜话”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日 新兴街道举行“向群众汇报，为先进点赞”庆祝建党 99 周年暨“七

一”表彰会。

2日至 6日 和平区党政代表团赴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会宁县和甘南藏族

自治州舟曲县考察。

7日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到和平区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调研入

驻企业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和供需精准对接合作等工作。

8日 和平区召开互联网企业座谈会。

10 日 和平区区长参加“老乡别急，我们帮你”消费扶贫直播带货公益活

动。

16 日 和平区举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重要文件选编》专题

宣讲会。

同日 和平区委政法委、区委依法治区办公室、区司法局、区法学会联合

举办《民法典》专题培训班暨政法大讲堂。

17 日 第十五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组委会召开会议。

21 日 和平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2020 年第二次全体(扩大)

会议。

同日 和平区录制“云游美丽中国”天津市和平区推介宣传片。

22 日 和平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23 日 和平区召开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组织系统专题座谈会精神。

同日 和平区召开落实《天津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7-2025 年）》联

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25 日 和平区召开“三创”工作推动大会，对和平区创建第六届全国文

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复审验收、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进行总结部署。

28 日 和平区举办处科级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开班仪式。

同日 和平区开展与保税区管委会合作共建“天津逸阳空港小学”协议签订

仪式。

8月

1日 和平区主要领导到静海区民兵训练基地参加“军事日”活动。

5日 和平区召开“四史”宣讲报告会。

7日 和平区企业家服务办公室揭牌成立。

10 日 中共和平区委召开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启动十一届区委第九轮巡

察。

12 日 和平区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

13 日 和平区开展《云游美丽中国之天津和平》直播活动。



17 日 和平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天津大学法学院共同举行“社区矫正理

论与实践研究基地”成立会议。

同日 和平区召开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会。

20 日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平区就“和平夜话”实

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介绍。

同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廉政工作会议。

同日 国务院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第八督察组到和平区督察。

22 日 国家统计局第 3统计督察组到和平区开展延伸督察。

25 日 和平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发改委、区商务局联合主办的 2020

年“建诚信和平，筑文明社会”活动在天河城购物中心举行。

同日 和平区召开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

26 日 和平区召开工商联青年企业家 3C 沙龙三周年座谈会。

27 日 和平区召开台胞台企季度恳谈会。

26 至 28 日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党政企代表团到和平区，对接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并与和平区召开座谈会。

28 日 第三届 IAI 国际设计节开幕式暨第十二届 IAI 全球设计奖颁奖盛典

在和平区五大道民园广场举行。

29 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30 日 和平区法院“社区法苑”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南营门街香榭里社区举

行。

9月

1日 和平区召开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推动会。

2日 和平区与甘肃省白银市党政代表团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

同日 和平区召开深化“和平夜话”实践活动座谈会。

同日 和平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专项

检查。

3日 市政协委员到区政协，就探索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基层群

众进行专题调研。

7日 和平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廉政大讲堂。

同日 中铁建设集团一行到和平区，就进一步深化双方对接合作进行调研

考察、座谈交流。

同日 和平区召开深化“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专家学者论证会。

10 日 恒隆地产一行到和平区，对接天津恒隆广场项目更好融入金街业态

升级和双方深度交流合作并进行座谈。

同日 和平区委书记到第二十中学，以“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为题，为学校高一年级学生讲授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课。

同日 和平区召开教育系统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同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专题推动会。

11 日 和平区召开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决战冲刺动员会。

同日 国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行到和平区，就进一步深化双方对接合

作进行座谈交流。

12 日 和平区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同日 和平区召开旧城区提升改造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14 日 湖北省红十字会一行到和平区调研考察。

同日 和平区召开“全域创建，文明和平风采有我”主题志愿服务工作动

员会。

15 日 和平区召开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筛查演练工作部

署会。

同日 市政协经济委员会部分委员，到区政协，围绕区“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及优化区营商环境工作两个议题，召开市、区两级政协联动协商座谈会。

15、16 日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党政代表团到和平区，对接东西

部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就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进行座谈交流。

16 日 和平区召开环保督察工作推动会。

18 日 和平区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

启动仪式在南营门街天兴里社区举行。

同日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焦焕成和副市长金湘军到和平区

相关点位开展督察调研。

19 日 和平区在第二十一中学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筛

查演练。

24 日 中国矿业大学天津办学旧址纪念牌挂牌。

25 日 “讴歌新时代，共圆小康梦”天津市离退休干部优秀摄影作品展在

民园广场开幕。30 日结束。

同日 和平区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和平区助力脱贫攻坚开展

情况主题新闻发布会。

同日 第四届“和平杯”廉洁主题漫画创作作品展在和平文化艺术中心开

幕。

27 日 区政协结合“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举办各界人士“迎中秋、话团

圆、凝共识”联谊活动。

28 日 和平区召开区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29 日 “党建引领、同颂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诗歌

诵读会”活动在和平文化宫举行。

29 日 和平区委 “四史”学习教育主题宣讲团成立大会召开。

本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

本月 央企总部中能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落户和平区。

本月 和平区中医医院新址投入试营业阶段。

10 月

6 日 和平区召开信访包案化解工作专题会议。

10 日 和平区召开巩固创文成果部署创卫工作会议。

同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推动会。

12 日 和平区召开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金街展馆设计方案专题汇

报会。

同日 和平区召开金街步行街、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等重点繁华地区业态调

整提升工作务虚会。



14 日 和平区召开区金融企业家恳谈会

16 日 和平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就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举

办专题培训讲座。

同日 和平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落实情况通报会暨和平区夜间经济发展

“回头看”视察座谈会。

同日 天津市政协系统第一片区会议在和平区举行。

21 日 共青团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和平区会议中心召开。

23 日 和平区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报告会。

同日 和平区政协举办专家智库成立仪式。

同日 市文化和旅游局及有关企业到和平区，对文化旅游项目进行参观考察。

同日 和平区检察院与区工商联开展“服务‘六稳’‘六保’护航民企发展”

检察开放日活动。

同日 和平区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直播等形式，收听收看《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盛况。

同日 阿里巴巴集团一行到和平区调研。

27 日 2020 年度和平区“最美家庭”命名大会暨“厉行节约，制止浪费”

家庭趣味运动会在万全小学举行。

同日 和平区召开市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二组进驻和平区巡查动员部署

会。

28 日 解放北路与大连道交口一栋三层建筑屋顶火灾事故。和平区召开消

防安全工作紧急会议。

29 日 国家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调研组到和平区，指导推动金街步行街改造

提升工作。

同日 全国健康促进区国家级技术评估组一行到和平区，对和平区全国健

康促进区建设工作进行评估验收。

31 日 和平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和平区会议中心隆重举行，60

名优秀共产党员、4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本月 阿里巴巴正式入驻浙江路 1号原英国领事官邸小洋楼。

11 月

2 日 市督导检查第一督察组到和平区，检查推动河（湖）长制重点工作完

成情况。

3 日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接受陈春江辞去和平区政府区

长职务。

4 日 市应急管理局一行到和平区调研，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就应急管理系

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5日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复查回访组到和平区，围绕市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进

行实地核查。

6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度“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和和平区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

同日 山西省吕梁市一行到和平区进行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工作实地验收。

12 日 和平区召开 2020 年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会。



16 日 和平区在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举办“传递榜样力量,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国旗下的思政课暨 2020 年度和平区“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发布活动。

同日 和平区委组织部、团区委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上重要讲话精神”辅导讲座。

17 日 和平区召开与微医控股（浙江）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18 日 天津重罪检察研学沙龙活动在区检察院举行。

同日 和平区召开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19 日 和平区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

告会。

26 日 和平区举行科技创新党建联盟成立大会。

27 日 和平区召开贯彻落实《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培训推动会。

同日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任命郑伟铭同志为区政府代理

区长。

同日 和平区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

30 日 和平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在区纪委监委召开。

12 月

1 日 和平区委依法治区办、区司法局主办、区市场监管局、和记黄埔地产

（天津）有限公司协办的“送法进企业,普法零距离 ”——“和平夜话”实践活

动暨 2020 年和平区“宪法宣传周”普法宣传活动在世纪都会举行。

2日 和平区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征求意见座谈会，就《中共和平区委关于

制定和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听取意见建议。

同日 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在区法院组织开展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旁听暨以案

释法活动。

3日 和平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

4日 奋斗“十四五”，志愿新征程——和平区“12·5”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活动在和平文化宫举行。

9日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11 日 和平区启动“钜惠狂欢 畅享和平”跨年促消费系列活动。

16 日 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天津和平·白银靖远汇报会在靖远县召

开。

17 日 和平区委统战部举办和平区统一战线系统学习中共和平区委十一

届十三次全会精神通报宣讲会。

同日 市规划资源局一行到和平区，听取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进展情况

和面临问题以及相关地块项目的汇报，就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更好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进行座谈交流。

同日，和平区检察院与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签署

检校共建战略合作协议。

同日 市党管武装工作考评组一行到和平区，就和平区党管武装工作进行

检查验收。

21 日 和平区召开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暨最美退役军人表彰会。

22 日 劝业场商圈党委在天津劝业场召开 2020 年度总结表彰会。



24 日 和平区在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举办廉洁邮路之“夜话和平·廉润你

我”主题宣传活动。

25 日 和平区召开街道系统 2020 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考

核工作汇报会。

29 日 和平区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征求意见座谈会。

30 日 和平区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单位设分

会场。

同日 国家禁毒办检查组到和平区，实地检查验收全国禁毒示范城区创建

工作并出席座谈会。

本月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新址投入试营业阶段。

本月 和平区正式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月 和平区顺利通过全国健康促进区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