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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昨日从

区统计局了解到，前三季度，新区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0.4%。其中，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38.4%，保持今年以来20%以上

的高速增长，增速高于上半年7.3个百分

点，拉动全区投资增长 11.3 个百分点。

其他领域中，卫生和社会投资同比增长

2.3 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投资同比增长79.9%，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投资同比增长42.2%，教育投资同比增

长13.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投资同比增长8.7%。

同时，记者从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今年前三季度，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中，新开工项目192个，总投资规模1123

亿元，主要有北燃南港 LNG 接收站工

程、新型多价肺炎结合疫苗生产线项目、

天津吉姆生产基地项目等；竣工项目61

个，主要有华翔年产120万套汽车内饰件

总成项目、一汽丰田亚洲龙、赞普数据中

心大厦、高端装备再制造中心项目等；在

建项目714个，总投资规模6661亿元，主

要有中沙聚碳酸酯、周大福金融中心、中

石化 LNG 项目、湖滨广场、国家海洋局

天津临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等。

据了解，为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突破1800亿元，同比增长10%以上，区发

展改革委下一步将重点抓好落地项目的

开工。安排重大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继

续推进“一制三化”改革，超前推动一批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争取年底之前维斯

塔斯扩产、沃尔玛山姆店等30个左右的

项目尽早开工。

将抓好在建项目的进度。对进展缓

慢的项目逐个分析原因，重点协助项目

建设单位解决资金保障、征地拆迁等方

面的问题，充分利用项目建设的黄金时

期，推动南港铁路、西外环高速公路海河

特大桥、津石高速天津段等项目尽快完

工，优化集疏港体系。加快推进滨铁1号

线、滨铁 2 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争取

100个左右的项目年底前竣工。

拓展空间将抓好拆迁。成立工作专

班，深入重大项目现场，配合建设单位集

中力量、集中时间，加速解决塘汉公路、

塘承高速、港塘路和新城镇示范镇、津石

高速等项目征地拆迁拆改工作，为重点

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前三季度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4%

时报讯（记者 战旗）日前，天津港保

税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空

客公司签署了空客天津宽体机完成和交

付中心项目进一步拓展至 A350 机型的

框架协议。这是合作三方继空客 A320

飞机总装线、A330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

心之后又一重大合作项目，标志着天津

将具备空客公司现有单通道和双通道机

型的综合生产能力。

A350 飞机是空客公司研制生产的

最新型双发远程宽体客机，具有较好的

国际市场。空客 A350 完成和交付中心

将与A330项目位于同一厂区，在天津主

要完成A350飞机客舱安装、飞机喷漆、发

动机试车、飞行测试以及交付工作。2021

年一季度天津A350完成和交付中心将向

客户交付首架飞机，未来将达到年产24

架宽体机的交付能力。空客天津A330完

成和交付中心于2017年9月20日投产，

是空客公司在欧洲以外唯一的宽体机完

成和交付中心。随着A350项目的引入，

天津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未来将具备

A330、A330neo 和 A350 多种宽体机型的

生产交付能力。 （下转第四版）

空客新项目落户新区
包括A350完成和交付中心、A320机身系统总装项目 将加快天津建成空客亚洲中心

◎ 空客A350完成和交付中心
将与A330项目位于同一厂区，在天
津主要完成A350飞机客舱安装、飞
机喷漆、发动机试车、飞行测试以及
交付工作。2021 年一季度天津
A350完成和交付中心将向客户交付
首架飞机，未来将达到年产24架宽
体机的交付能力。随着A350项目的
引入，天津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未
来将具备A330、A330neo和A350多
种宽体机型的生产交付能力。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西飞公司将在津完成A320前后
机身段的系统总装，包括液压系统、
氧气供应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电路
及管线等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再交
由空客天津总装线进行飞机总装。
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一季度投产，
未来达到月产6架的总装能力。空
客A320机身系统总装项目是继空客
A320机翼在天津实现总装之后，又
一重大飞机部件本地化配套项目。

据新华社电 记者6日从教育部了解到，全

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复核结果显示，2018

年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合格率为 91.91%，优

良率为30.57%。2016年至2018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趋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

介绍，2016年至2018年，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

不及格率由 12.0%下降至 8.09%，下降了 3.91 个

百分点；良好率由 21.9%上升至 24.37%，上升了

2.47个百分点；优秀率由4.6%上升至6.2%，上升

了1.6个百分点。小学和初中学生达标良好率和

优秀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中小学校体育运动场（馆）面

积达标学校比率从2015年的68.6%增长到2018

年的89.6%；体育器械配备达标比率从2015年的

72.9%增长到2018年的94.6%。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总体呈现“逐步提升”趋势

制图/樊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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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着力建设四大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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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 新区企业“掘金”忙

滨海新区召开2019年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攻坚工作动员部署会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打好打赢创文攻坚战
杨茂荣出席并讲话

一个不能少，一起冲刺跑！
——全员攻坚全力冲刺创文系列评论之一

■ 时报评论员

《中新天津生态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近日实施。生态

城将着力建设产城融合示范区、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着

力建设智慧城市示范区、着力建

设国际合作示范区。

昨日，2019年天津市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发布暨采购商

对接会在进博会现场举行。对接会上，众多津企与国外品牌

商、贸易商签署了合作

协议。

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阶段性行

动，滨海新区创文百日攻坚从7月启动至

今已过百日。全区动员，领导带头，迅速

行动，创文速度陡然提升；争先恐后，比

学赶超，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决心倍增；

勇于担当，创新方法，强化监督，行动效

果正在显现。但最终检验创文成果、评

价攻坚效果的，是文明创建的全国标准，

是新区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标高，是来自

老百姓真切感受的表态。在这张严格的

考卷面前，新区要做的，就是以拿满分的

气力，向最大化优秀的成绩冲击。新区

创文的基数和基础，决定了我们的现实

别无选择。

三年创文路，目前是第二个年头的

最后一个季度。借百日攻坚的态势和温

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全力冲刺，仍是

当务之急，当下之重。创文，就是每天摆

在我们面前的首要工作；攻坚，就是完成

每一项任务的行动常态；全力，就是要求

新区干部群众集中、精准、一齐发力；冲

刺，就是近一个时段内的关键词。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

党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

在面临重大任务、需要攻坚克难的关键

时刻，仍是我们出奇制胜的法宝。因为

创文本身就是最大最广泛的惠民工程，

要调动起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一切

社会力量，形成“我的事儿，我有份儿”

“我出力，我受益”的共识，取得“要我做”

变成“我要做”的认知，达到创文的“重

要”真正成为百姓的“需要”。如此形成

的思想基础，才能激发出攻坚克难的强

大的社会动能。

为 攻 坚 提 速 助 力 ！ 为 最 美 冲 刺

喝彩！

开展“体验式”监督、“蹲点式”监督

和“万人问卷大调查”活动

新区多措并举
把监督探头沉下去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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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称，已于

近日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与上一版相比，鼓励类新增“人力资源与

人力资本服务业”“人工智能”“养老与托育服务”

“家政”4个行业。新版目录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负责人介绍说，目录

2019 年本共涉及行业 48 个，条目 1477 条，其中

鼓励类821条、限制类215条、淘汰类441条。与

上一版相比，限制类删除“消防”行业，淘汰类新

增“采矿”行业的相关条目；从条目数量看，总条

目增加69条，其中鼓励类增加60条、限制类减少

8条、淘汰类增加17条；从修订面看，共修订822

条，修订面超过50%。 （下转第四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新目录发布
鼓励类新增人工智能等4行业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11月6日，滨

海新区召开 2019 年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攻坚工作动员部署会，就做好创文攻坚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区委副书记、

区长杨茂荣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

委组织部部长张弢主持，区委常委、区

委宣传部部长马波传达。

杨茂荣指出，2019 年是滨海新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关键一年，必须以破

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创

文攻坚战。要狠抓交通秩序治理，拿出

实招、严防死守，为市民创造安全有序

的交通环境。要狠抓市容环境治理，夯

实背街里巷、城乡接合部扫保主体责

任，消除盲区，加大扫保频次，确保无死

角全覆盖，规范共享单车摆放，加强大

型商超、农贸市场巡查整改。要狠抓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和申

报材料指标落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通过集中攻坚，提升新区创文水平，

力争取得好成绩。

杨茂荣强调，创文攻坚冲刺时间

紧、任务重、标准高，是对全区干部能力

和水平的考验，是对全区群众动员能力

的考验。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

一线，找问题、抓落实，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打好打赢创文攻坚战，以优异的成绩向

区委、区政府，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各开发区分管

负责同志和创文办负责同志，区委、区

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天津港集

团，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区属企业主

要负责同志，各街镇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区军事部分管负责同志，区创文督

查验收组组长，部分驻区大企业分管负

责同志参加。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

11 月 6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杨茂荣到区信访办，面对

面接待鸿运小区信访群众

代表，对信访事项进行现场

办公，逐一答复群众关心的

问题。区政府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蒋凤刚，经开区

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区有

关部门、塘沽街以及滨海建

投集团、于家堡控股集团、

新区轨道公司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

在接待室，杨茂荣热情

接待每一位来访群众，认真

倾听大家反映的问题。对于

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部分租

户超负荷用电、日常用水不

方便、道路施工扰民等问题，

杨茂荣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对

待、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对出

租房屋进行排查，坚决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广大小区住

户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

步发放明白纸，把送水措施

宣传到每家每户，设定合理

的送水时段，对上岁数的及

行动不便的居民要送水入

户。要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道路施工扰民问题，征迁前

保障好居民用水、用电、供

暖，把对生活的影响降到最

低。要强化资金保障，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依照程

序依法办事，加快推进征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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