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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昨日记者从新区商务和投促局获
悉 ，今 年 一 季 度 ，新 区 内 资 到 位 资 金
239.18 亿元，同比增长 14.83%，完成全年
任务的 27.38%，
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产业龙头“扎堆”
高质量发展显活力
今年以来，
新区充分释放高质量招商
动能，
中国一汽、
中远海运、
中商联合建设
开发集团等众多国内新项目纷至沓来。
据滨海新区商务和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介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从
新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滨海
新区（含自贸区）新增市场主体 9187 户，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到 229217 户。
今年，
新区积极落实审批制度改革，
全
面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营造宽松便利的创
新创业氛围。今年一季度（截至 3 月 25
日），新区（含自贸区）新增市场主体 9187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日前，区政府
召开第 62 次常务会议，传达全市生活垃
圾分类电视电话推动会精神，通报区政
府党组扶贫助困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情况，传达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
治情况汇报会精神，研究迎接国家卫生
区复审工作实施方案。区委副书记、区
长杨茂荣主持，区政府常务会议成员出
席，各功能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
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强调，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 中国一汽、中远海运、中商
联合建设开发集团等众多国内新
项目纷至沓来。1-3 月份，新区内
资亿元以上项目到位资金 228.62
亿元，
占到位资金总额的 95.59%

绍，
今年首季度，
从项目规模上分析，
亿元
以上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3 月份，新
区内资亿元以上项目到位资金 228.62 亿
元，占到位资金总额的 95.59%。其中，开

■ 新区率先开展了飞机离岸租赁对外债权
登记业务、开启了物流金融新模式预付款融资
等，一项项制度创新吸引了诸多国内金融和租赁
类企业落户。1-3 月份，新区引进内资金融和租
赁业项目到位资金 98.13 亿元，
占比 41.03%

发区的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项目、
中商联合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
天津华晟永盈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
保税区的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下，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来新区
落户。今年首季度，来自北京的
到位资金 104.41 亿元，占新区
到位资金的 43.65%，
位居首位

司增资项目、天津航空旅游有限公司项
目、天津益铭贸易有限公司项目，生态城
的天津睿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项目，
（下转第三版）

新区首季新增市场主体近万户
户，
其中新设立内资企业4978户，
新增注册
资金855.70亿元；
新设立外资企业195户，
新增注册资金53.30亿美元；
新设立个体工
商户4014户，
申报资金5.84亿元。同时，
截

至 3 月 25 日，新区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
229217户，
同比增长20.07%。其中实有内
资企业 134526 户，
同比增长 19.23%，
注册
资本42250.80亿元，
同比增长10.22%；
实有

外资企业7485户，
同比增长14.27%，
注册资
本 1891.8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13%；
实有
个体工商户87206户，
同比增长21.93%，
申
报资金71.73亿元，
同比增长37.47%。

区政府召开第 62 次常务会议
杨茂荣主持
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是
建设生态宜居现代化天津的有力保障。
各有关单位要主动作为、攻坚克难，进一
步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落实方案，排定时

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压实责任、强化推
动，以一刻也不耽误的精神坚定不移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要强化协调配合，齐
抓共管、形成合力，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要进一步加强督查考核力

度，严格标准、严肃督查、严厉问责，把垃
圾分类工作抓实抓好、
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
按照市委、
区委部署要求，
4 月 4 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了扶贫助困巡
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下转第二版）

扫 黑 除 恶 进 行 时
新区共青团助力
“无黑”城市创建
中央扫黑除恶
第 12 督导组受理举报方式

人民摄影“金镜头”
（2018 年度）
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揭晓

2 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凌厉攻势
版

杨茂荣深入新区南部片区调研困难村帮扶工作

内资到位资金 239.18 亿元，同比增长 14.83%，完成全年任务 27.38%

解放思想创新举措 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一季度新区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昨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
带队深入新区南部片区调研
困难村帮扶工作，
看望慰问困
难群众，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情况汇报，
对下一步工作作
出部署。副区长郎东，
区政府
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蒋凤
刚，
区有关部门和相关街镇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
杨茂荣来到太平镇东升
村低收入困难群众家中，
与群
众促膝交谈，
详细了解家庭和
生产生活情况。杨茂荣说，
新
区开展扶贫助困工作，
就是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
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力量打好
扶贫助困攻坚战，
确保全面小
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区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
想
尽办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不断提高为民办实事的实力和
为群众服务的水平。我们也正
在加快新城镇建设，
尽快让大
家住上宽敞舒适的新楼房，
过
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杨茂荣强调，
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践
行“四个意识”，认真落实“两
个维护”，坚决扛牢扛实扶贫
攻坚责任，
切实解决重点难点
问题，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联
系点帮扶到位、资金扶持到
位、困难解决到位、任务落实
到位。要深化精准帮扶，
提高
困难村帮扶水平，
坚持把精准
帮扶困难村工作作为补齐农
村民生短板的重中之重，
加快
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厘清
帮扶思路，创新帮扶举措，不
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确保实
现全体村民受益和如期脱困
的目标。

记录滨海石油人海上抗冰
本报作品获得视频类银奖

——专访滨海新区副区长、新区公安局局长张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系列访谈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4
月 13 日，人民摄影“金镜头”
（2018 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
选揭晓。本报记者贾磊拍摄、
杨静如剪辑的《渤海抗冰纪
实》获视频类银奖。这是本报
扫码观看获奖视频
坚持走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由
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成果之一。
渤海石油管理局辽东作业公司锦州 9-3 油
田位于渤海辽东湾北部海域，
冬季最低气温可达
零下 20 多度，海面平均冰厚在 10-20 厘米，是中
海油国内地处最北、水深最浅、冬季冰情最严重
的海上油气生产单元，
是海上油田“抗冰”
工作的
最前线。
（下转第二版）

第三养护院
7 月将完工
日前，记者从滨海建投集团了
解到，作为滨海新区民心工程之一
的滨海新区第三老年养护院工程装
饰装修工程已接近尾声，
整体工程 7
月完工。该项目位于滨海新区大港
区域港东新城，总用地面积 2.7 万平
方米。第三老年养护院设置 500 张
床位，包括自理区 148 张床位、半自
理区 248 张床位、失能失智区 84 张
床位、
康复区 20 张床位，
投用后将解
决周边老年人的养护问题。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何沛霖

导 读

越来越多创新企业落户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在这里
企业可心无旁骛搞研发
◎ 双创要素聚集 吸引企业扎根
◎ 服务面面俱到 企业心无旁骛
■ 人民日报记者 朱虹 靳博
从北京中关村到天津北塘，车程一
小时。依河傍海的北塘，自古得渔盐漕
运之利，
有“天津卫最好的地块”
之称。
天津把最好的地块拿了出来。2016
年 11 月 22 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此
正式揭牌。今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京津冀考察时来到这里，他强调，自
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
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必须创造条件、营
造氛围，调动各方面创新积极性，让每一

昨日，
《人民日报》头版“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专栏，报道了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争做协同创新
“赋能者”——

推行网格化包保
吹响精细化创文“冲锋号”

争做协同创新“赋能者”
村跑出加速度：
截至今年2月，
新增注册企
业超过 1000 家，注册资本金超过 109 亿
元。以滨海中关村为协同创新桥头堡，
天

版

新区集中开展第九次
“万人环境大清整”
行动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
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
争做协同创新“赋能者”，滨海-中关

3

新区推动《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贯彻

津新一代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新
兴产业快速集聚，
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换代
升级，
奋力迈向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创文有了法制层面“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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