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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撑起
一片“心理晴天”

时报讯 10 月 9 日，央广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在“百城百县百企调

研行”专栏对滨海新区勇当先行先试排

头兵、探索新常态下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的新路径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作为

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矗立于渤海

之滨的天津滨海新区坚持为全国改革试

政策，勇当先行先试排头兵，在盐碱荒滩

上探索出一条滨海崛起之路。

报道说，坐落于天津开发区的诺思微

系统公司，最近正在对公司自主研发的一

款仅有1平方毫米大小的射频滤波芯片

进行试生产及调试，未来可广泛应用于手

机、通信产品等高端设备上。

诺思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冠杰介绍说，

公司希望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内，能够

达到年产接近100亿颗、产值在100亿元

人民币左右的交付能力和营收能力。

40年前，天津滨海新区还是一片盐

碱荒滩，如今，大飞机、大火箭、大造船、

大机车等一批高端装备从这里源源不断

运往国家战略要地和世界各地。天津滨

海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唐中赋说，目前，滨

海新区已经形成了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

生动力不断增强，“新兴产业的比重截至

去年年底提高到27.1%，表明我们的结构

在持续优化。”

报道说，2016 年 11 月，在对接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滨海新区主动打破地域

限制，与北京合作设立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 （下转第三版）

10月9日，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对滨海新区勇当先行先试
排头兵、探索新常态下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新路径进行了报道——

勇当先行先试排头兵 走出滨海崛起之路

■ 人民日报记者 胡果 朱虹 靳博 龚相娟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天津滨海新

区人气爆棚。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海昌

极地海洋世界、中新天津生态城、“最美

图书馆”滨海图书馆，向天南地北的游客

展示一个繁荣宜居的智慧新城。

渤海之滨这片热土，见证改革开放

时代传奇：30多年前，这里大部分是盐碱

荒滩；20 多年前，这里以“一只机（传呼

机）”“一碗面（方便面）”著称；10多年前，

这里靠传统制造业领衔；5年前，汽车、电

子、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新一代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悄然崛起；而今，

绿荫掩映的现代化新城，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1986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在此题词

“开发区大有希望”。2013 年 5 月，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勉励“要充分利用滨海新

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

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滨海一直都在改！”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叶迪生由衷感叹。

从窗口到高地

开发开放，成为血脉和基因

滨海新区因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

放创新就是滨海新区的根和魂。

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

生。“我想怎么也得有片厂房吧，到地方一

看傻眼了，一片盐碱荒滩。”叶迪生回忆。

1986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不到

两岁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指出“你们

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

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

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胆子大点，发展快点，在盐碱滩上顽

强生长的开发区创造出亮眼的“滨海速

度”。为满足企业需要，这里安装了天津

市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当时家庭装部电

话要等3个月，我们提出，企业电话必须

3 天装好，多出的钱开发区管委会补

贴。”叶迪生说。

快速提升的，还有发展理念。“服务

也是生产力”“企业先赚钱，政府后赚钱”

“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

润”……盐碱滩上破土而出的改革精神、

开放胸襟、创新魄力，成为渤海之滨这片

开发开放新高地的血脉和基因。2006

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

战略，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第二个

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紧紧抓住根和魂，滨海新区成为国内

对外开放区域形态最为齐全的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续19年在全国开

发区综合评比中名列第一；（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徐晶
晶）昨日，启明星辰集团与

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并与天津理工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

记张玉卓会见了启明星辰

集团董事长严望佳一行。

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

长邓光华，副区长夏青林，

市网信办、天津理工大学、

开发区管委会、区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

张玉卓说，启明星辰

集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集聚了大量行业顶尖

人才，已经成为全国最好

的网络安全企业。滨海新

区是天津市发展的龙头引

擎，是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的主要承载地。当前，新

区正大力发展智能经济，

启明星辰集团大力发展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与

新区的重点产业方向完全

契合。希望启明星辰集团

将研发等更多新业态、好

项目落户新区，新区将全

力营造最优质的服务环

境，全力支持企业不断做

大做强做优。

严望佳表示，新区产

业基础良好，人才资源丰

富。启明星辰集团将进一

步推进与新区的沟通交

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深化合作，为新区信

息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启明星辰集

团将把第二总部、海外事

业部等业务落户开发区，

并与天津理工大学本着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在开发区共建创新产业基

地，在人才培养与交流、科

研项目合作、科技合作平

台建设、科技信息和资源

共享等方面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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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民日报》头版“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刊发文章，报道了滨海新区坚持改革开放创新，
以深化改革激发动力，以扩大开放焕发活力，以持续创新挖掘潜力，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奋斗历程——

天津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就是根和魂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

区召开功能区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工作

季度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主持

并讲话，副区长夏青林，区政府党组成

员、办公室主任蒋凤刚，区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

会上，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郑伟铭，保税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尤

天成，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沈蕾，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党组副书

记、主任王国良详细汇报了前三季度经济

运行、招商引资情况和四季度工作计划。

杨茂荣边听边记，不时就经济运行、项目

建设和招商引资等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

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杨茂荣指

出，当前，新区经济发展企稳向好，各项经

济指标明显好转，招商引资取得重大突

破，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户，一批存

量项目增资扩产，一批项目开工建设，一

批项目统计入库，形成“四个一批”良好

格局，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业态、新模

式、新产业蓬勃发展，营利性服务业发展

迅猛，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杨茂荣强调，目前经济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要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全力抓

好第四季度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要解放思想、深入研究，针对发

展潜力大、前景广阔的新业态、新模式、

新产业，科学制定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

支持政策，“一企一策”，吸引企业落户，

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下转第三版）

滨海新区召开功能区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工作季度会

冲刺第四季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杨茂荣主持并讲话

记者昨日从中交一航局一公司

第九项目部了解到，由该公司负责施

工的天津港南疆27号通用码头工程

已完成八台门机的安装，进入试运营

阶段。据了解，天津港南疆27号通用

码头工程被列为天津市2016年重点

建设工程，码头长390米，宽75米，预

计今年年底前正式投产。该项目投

产后将与西侧的南疆26号专业化矿

石接卸泊位形成优势互补，有效填补

未来腹地对港口金属矿石吞吐能力需

求的缺口，有助于港口更好地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为天津港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提供保障。

文/记者 赵贤钰
图/记者 贾成龙 实习生 魏安琪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全

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落实“证照分离”改革要求，进一步厘清政府

与市场关系，全面改革审批方式，精简涉企证照，

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

一步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

境，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2018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

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

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通知》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内容。一是明确

改革方式。纳入第一批“证照分离”改革范围的

涉企行政审批事项中，取消审批的有因私出入境

中介机构资格认定等2项，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

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下转第三版）

国务院印发《通知》

下月10日起在全国
推开“证照分离”改革

南疆27号码头
建成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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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天津“双创”活动周举办无人机展演及技术应用

与安全保障交流会。记者了解到，目前新区无人机产业从基

础研发、平台再到行业已高度集成，发展动力十足。

新区无人机产业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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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多位读者拨打本报热线反映，新北公路与津塘

公路交口附近自发形成了一处大型马路劳务市场，每天早

晚大批务工人员聚集于此。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马路劳务市场”该规范了
2 版

区委启动
区属国企巡察

八台蓝色门机矗立在八台蓝色门机矗立在2727号码头号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