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举措推动创新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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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昨日，区人大、

区政协联合召开区情通报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杨茂荣通报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红星主持。区政

协主席韩远达，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立

根、郭志寅、张长海、左凤伟、韩英、许红

球，区政协副主席刘华建、杨金星、单玉

厚、杨焕香、蔡庆锋，区人民法院院长刘金

洪出席。

会上，杨茂荣向全体与会人员作了

《滨海新区2019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和社会

发展情况的报告》。他说，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之年。今年以来新区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乘总书记视察的东风，认真贯彻市委、市

政府和区委的决策部署，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日前，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带队深入新松机器人

公司和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调

研，与企业家面对面沟通交流，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助推企业发展。副

区长夏青林，区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

任蒋凤刚，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尤天成，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单

泽峰和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杨茂荣一行首先参观了新松机器

人智能化产品展示，详细了解新松机器

人公司生产情况，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召开区情通报会
杨茂荣通报 许红星主持 韩远达出席

杨茂荣带队深入新松机器人公司和浙大滨海研究院调研

加强服务帮扶 助推企业做大做强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国家

统计局滨海新区调查队住户调查

资料显示，2019年上半年，滨海新

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7305 元，比上年增加 1806 元，同

比增长 7.1%，增速较去年同期加

快1.4个百分点。

收入结构基本稳定

2019 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城

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

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0.2%、6.5%、10.1%、13.2%，与去年

同期相比，保持基本稳定。

转移净收入增速最快

记者了解到，滨海新区全面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提高失业保

险待遇标准，提高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完善多

层次救助保障体系，增加救助

保障项目，调高救助保障标准，实施全区困

难群众救助保障全覆盖。2019 年上半年，滨

海新区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达到3596元，

同比增长 10.6%，对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贡献率

为19.1%。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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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新区科技型企业天津赛诺医疗

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过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会议审议，成为我市首家科

创板过会企业。今年以来，滨海新区涌现

了一批有条件有意愿进行股改的科技型

企业，这不仅反映出新区科技型企业对接

资本市场的强烈意愿，同时也从侧面印证

了新区科技型企业的活力愈发增强。

根据新区科技局的最新数据，今年以

来新区通过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实现科技型企业数量、质量双增长。截至

目前，新区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06

家，占全市 44%，占全区市场主体总数

0.98%，高于北京的0.94%，是全市水平的2

倍多；拥有天津市科技型企业达33040家，

占全市32%，占全区企业总数的24%；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1512家，占全市35%。

新型研发机构成绩亮眼

“近年来，滨海新区科技系统一直致

力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和创新体系培

育。”新区科技局副局长白玉告诉记者，今

年，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和天津国际生物医

药联合研究院都在新区走过了第十个年

头。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已经完成百亿亿

次超算原型机的研制，正在推动百亿亿次

超算的部署；而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

究院也接连孵化出康希诺、赛诺医疗等国

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

（下转第二版）

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2200家
占全市44% 占全区市场主体总数0.98%

■ 时报记者 牛婧文 报道

目前新区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06家，占全市44%，占全区市场主
体总数0.98%；拥有天津市科技型企

业达33040家，占全市32%，占全区企
业总数的24%；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512家，占全市35%。

◎ 继续推广“知识产权贷”、“科技立项
贷”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搭建科技金融
对接平台，千方百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 将出台一系列支持举措，加速聚集
全球细胞产业高端创新资源，力争打

造京津冀特色“细胞谷”
◎ 制定新型企业领军计划实施方案，
加快“雏鹰”、“瞪羚”和科技领军企业
的培育，并在智能科技和生物医药领
域精准发力

8月8日是第十一个全国“全民健身

日”。昨天，区教体局举办了“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2019 年滨海新区“全民健身

日”系列展示活动暨2019年滨海新区健

身秧歌比赛。活动除在塘沽体育馆设置

主会场外，分别在汉沽体育馆和大港体

育中心设置分会场，三地分别进行了少

儿平衡车、轮滑球、百人健身秧歌、太极

球、抖空竹等特色体育项目集体展示。

“全民健身日”活动期间，新区各体

育场馆、健身场所采取“增加健身项目、

延长服务时间、提高服务质量”等措施，

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的健身需求。

文/记者 路熙娜 图/记者 何沛霖

预计到2022年，新区的创新型企业梯队将基本形成，力争“雏鹰”企业达到
2000家，“瞪羚”企业达到200家，科技领军企业和领军培育企业达到100家

时报记者报道 信号灯起到协调道

路上车辆秩序的作用，也为车辆和行人

出行提供交通安全保障。可一些市民

近期反映，新区部分区域的道路信号灯

存在着损坏频率过高、灯时配置不合理

和信号灯缺失等情况，给市民出行造成

不便。

灯时太短 造成路口拥堵

市民刘女士每天上下班要往返于塘

沽和大港地区之间，她发现，在中央大道

和世纪大道交口位置的信号灯灯时过

短，过不了几辆车，红灯就亮起。“就是去

大港的方向，这里的灯时大约只有 16

秒，如果紧凑点，能通过四辆车，司机如

果动作慢点，就只能通过三辆车。”刘女士

说。中央大道与世纪大道是来往大港区

域较为重要的交叉路口，每天通勤班车密

集。灯时配置得不合理，就会造成压车或

拥堵，直接影响着两条道路的通行率。

类似的问题在河北路与福州道交口

也有存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河北路左拐

至福州道的信号灯， （下转第二版）

部分区域道路信号灯损坏频率过高 灯时配置不合理 信号灯缺失

这些路口信号灯 何时好起来
灯时太短 造成路口拥堵

信号灯失灵 路口险情多

没设置信号灯 行人车辆绕行

现
象

时报讯（记者 张姝）昨日，记者从全国第十

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火炬传递活动的时间为 8 月 18

日至25日，其中8月21日在滨海新区进行传递。

本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以“传递梦想，关

爱同行”为主题口号，采取区域线路传递和活动

辐射传递相结合的形式，即“以线带面，点面结

合”的形式，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园区、进新

城镇，将圣火传递覆盖到全市 16 个行政区，达

到传递精神、传递文明、扩大影响面和传播力的

目的。 （下转第四版）

21日残运会圣火
在滨海新区传递

全民健身日
滨海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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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性收入
占比70.2%，同比 7.0%

● 经营性净收入
占比6.5%，同比 0.2%

● 转移净收入
占比13.2%, 同比 10.6%

● 财产净收入
占比10.1%，同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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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已经给新区带来了什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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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型企业数量、质量双增长

昨日昨日，，新区新区““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系列展示活动中系列展示活动中，，孩子们进行少儿平衡车展示孩子们进行少儿平衡车展示

福州道与河北路交口，信号灯灯时
过短导致拥堵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火炬与火种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