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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举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
强才能国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必 须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
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
略需求相适应。
（下转第二版）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北斗闪耀，泽沐八
方。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
式 31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并参观北斗
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
代表党中央向参与
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
诚挚的问候。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韩正出席仪式

连茂君讲话 王卫东主持

培育特色品牌
丰富“双拥”内涵

■

时报记者 路熙娜 报道

连茂君强调

做强创新服务平台，
推动创新要素加速聚
集；完善金融链，积极支持创新平台建设
和科技成果转化，
形成基金+创新、
基金+
要全力打造创新生态，坚持自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打破制
项目发展模式；激活人才链，把人才作为
约发展的障碍和桎梏，充分激发内生活力动力；
大胆创新，推动制度创新、
创新的第一资源，大力引进知识化、年轻
政策创新、
监管创新、
产业创新等系统集成创新
化、专业化的创新人才和团队，推动形成
要营造一流环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牢固树立“不
人才集聚的良好态势。要营造一流环境，
为不办找理由，
只为办好想办法”
理念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牢
固树立“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要构建常态化有效工作机制和信息平台，
定期协调联动，
努力形成发展合力
法”
理念，
努力打造诚信环境，
突出分类监
度创新、
政策创新、
监管创新、
产业创新等
创新团队的主体承载区，推动更多初创
管，
寓服务于监管，
真正监管出活力动力、
系统集成创新；延伸产业链，聚焦主导产
型、科技型企业在自创区万木丛生、茁壮
监管出健康发展。要构建常态化有效工
业，
打造主题园区，
全链条、
全要素推动龙
成长；打造创新链，打造好现有科技创新
作机制和信息平台，定期协调联动，努力
头+小微联动、
人才+项目集聚，
努力使自
平台，
再建一批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创新平
形成发展合力，全力以赴推动自创区实
创区成为创新主体、
创新人才、
创新成果、 台，搭建“一区五园”联动成果转化平台， 现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要实施一体规划，加快建立科学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高标准编制自
创区
“十四五”
发展规划

新区军地关系团结，
各种共建活动丰富多
彩。新区将拥军活动项
目化，
着力打造教育体育
拥军、法律援助进军营、
文 艺 进 军 营 、医 疗 进 军
营、关爱困难现役军人等
拥军特色亮点项目。
（下转第三版）

立足区情创新思路和举措 拓展﹃双拥﹄工作范围

全力打造创新主体聚集区产业发展先导区转型升级引领区开放创新示范区

在“八一”建军节来
临之际，
全区各级党委政
府集中走访慰问驻区部
队，送去慰问品，体现出
新区对部队建设的重视
和 支 持 ，同 时 也 将 全 区
“双拥”共建氛围推向了
新高潮。
庆“八一”慰问活动
只是新区“双拥”工作的
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滨海新区以高标
准实现创建全国双拥模
范城三连冠为牵引，
立足
区情，创新思路和举措，
拓展
“双拥”
工作范围，
打
造“双拥”
特色品牌。

新区打造﹃双拥﹄特色品牌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31 日，天
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
君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王卫东主持。
连茂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全力打造创新主
体聚集区、产业发展先导区、转型升级引
领区、开放创新示范区，推动自创区建设
走在全国前列。要实施一体规划，
加快建
立科学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
高标准编制
自创区“十四五”发展规划。要全力打造
创新生态，
坚持自主，
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
化改革，打破制约发展的障碍和桎梏，充
分激发内生活力动力；大胆创新，推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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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部优质产业创新资源 孕育一大批高成长性企业

滨海新区：吸引优质项目 把握竞争先机

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 时报记者 牛婧文 报道

引育新动能，激发经济活力。今年
上半年，滨海新区通过吸引优质项目落
户、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新兴产
业集群、加快金融创新、聚拢高端人才等
手段，使得创新能量不断释放。1-6 月，
全区新增雏鹰企业 662 家、瞪羚企业 121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979 家，新增科

技型上市企业 2 家。工业战新产业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的 26.7%，高技术制造业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17.2%，高技术服务业
及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
新兴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为 37.6%，比 2019 年分别提高了 1.3、2.4
和 0.1 个百分点。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紫光国
微芯片封测基地项目、金山办公天津总
部项目、保利汇鑫基金管理公司等一批
引育新动能，
“引”
字是资源由外向内
优质项目签约落户，有效增强了新区在
聚拢的关键。滨海新区通过引入外部优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
质产业创新资源，
为自身发展注入
“活水”
， 制造及现代新兴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
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
实力。
（下转第三版）

瞄准产业龙头
吸引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今年以来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天津港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18%
天津港

记者 贾成龙 摄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记者昨日获
悉，天津港集团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发挥港口在畅通产业循环、市

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方面的“先行官”
作用，持续提升内贸“两港一航”精品航
线运量和效率，加大环渤海“天天班”船
舶运力和航次密度，开辟“两点一航”新
操作模式，广泛开展服务客户、市场“四
千行动”，今年以来实现内贸集装箱吞吐

量增长 18%，有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天津港集团认真分析国际疫情和经
济贸易形势变化，抓住国内经济稳步恢
复，各行业复工复产形势逐月好转，二季
度经济增长明显回暖的有力时机，加大

市场开发力度，组织 134 支市场服务队，
深入相关企业和广大客户，先后走访客
户 1200 余家，开发了内贸南下粮食、钢材
等新货类和新客户。积极为扩大内需贯
通南北海运大通道，在联合国内主要内
贸船公司共同开拓市场， （下转第三版）

由西向东修建单排雨水管道，在东壹
区与海滨大道之间绿地内修建雨水泵
站一座。同时，为满足东壹区雨水泵
站排水需要，自东壹区雨水泵站出水
管起，沿海滨大道西侧绿化带修建一
条长度约 2570 米的出水管管道和一座
长度 485 米的出水方涵管道接入排水
暗涵。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将进一
步提升经开区排水能力，改善市民生
活出行条件。 记者 戈荣喜 摄影报道

韩远达主持
时报讯（记者 尹娜）日前，区政协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区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韩远达主持会议。区政协副主席姜立超，
党组
成员、副主席杨金星，
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焕香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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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
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吉林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会议还传达学习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入开
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发展史学习
教育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等。
（下转第三版）

韩远达带队调研走访
委员科技信创企业

以企业引领产业
勇立潮头不断进阶

东海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全线完工
滨海新区重要民心工程——东海
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日前全面完工，
将极大解决北海路地道泵站、东壹区
及天保东 A、东 B 地块的雨水排放问
题。该工程位于新港四号路及海滨大
道沿线，全长约 5.2 公里。工程自北海
路地道泵站出水管起，沿新港四号路

加强政协系统党建
引领推动履职工作

东海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排水装置

时报讯（记者 尹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 月
31 日，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带队走访委员科技信
创企业，
进一步加强与经济界政协委员和党外代
表人士的密切联系，鼓舞士气，齐心协力帮助企
业攻坚克难，
凝心聚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
政协副主席姜立超，
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焕
香，
部分政协委员和党外代表人士参加。
韩远达一行视察走访了天津基理科技
有限公司、安普德（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详 细 了 解 企 业 主 打 产 品 、应 用 机 理 和 市 场
份额。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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