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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加力自贸试验区建设 加快推动政策与产业创新 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天津自贸区：念好“创”字诀 打造“新”高地
■ 记者 张广艳 报道

时报讯（记者 战旗 张倩）记者10月13日从

市商务局获悉，今年1至8月，天津口岸共完成口

岸进出口贸易值 8381.10 亿元，同比减少 7.7%。

其中，进口 4502.78 亿元，同比减少 7.2%；出口

3878.32亿元，同比减少8.1%。

今年1至8月，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完成3.38

亿吨，同比增长4.1%；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200.7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8%。天津港口岸外贸货

物吞吐量 1.91 亿吨，同比增长 5.2%，其中，外贸

进口 13923.20 万吨，同比增长 11.1%；外贸出口

5192.34万吨，同比减少7.8%。口岸外贸集装箱

完成555.94万标准箱，同比减少6.6%。今年1至

8月，天津机场货邮吞吐量完成12.03万吨，同比

减少21.1%。进出境货邮吞吐量5.35万吨，同比

减少 16.8%，其中，进境 1.97 万吨，同比减少

49.2%；出境3.38万吨，同比增长32.5%。

在口岸出入境人员情况方面，今年1至8月，

天津口岸出入境人员共53.77万人次，同比减少

83.7%。其中，出境 24.02 万人次，同比减少

85.5%；入境29.75万人次，同比减少81.9%。出入

境旅客方面，空港口岸出入境旅客34.13万人次，

同比减少85.3%；海港口岸出入境旅客3.60万人

次，同比减少93.6%。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

待国际邮轮6艘次，同比减少63艘次。

今年前八月天津口岸完成
进出口贸易值8300余亿元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10 月 12 日，

区政府召开第114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滨海新区落实健康天津行动实施

方案。区政府常务会议成员出席。各开

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和各街镇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谋划好

落实健康天津行动全局工作，持续加强

组织推动，将其纳入本部门工作规划和

年度计划，整体部署、通盘考虑、细化落

实。要夯实责任，狠抓落实，将落实健康

天津行动纳入区委区政府督查事项和

“三考合一”内容，强化督导考核，跟踪工

作进度，确保实施方案内容逐条逐项落

实到位，积极推动各项任务有序开展。

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将健康理念从卫

生领域拓展到全社会、全领域，从患病人

群扩展到全人群，努力提升新区群众健

康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政府召开第114次常务会议

自挂牌以来至今年7月底，天津自贸

试验区实有市场主体8.1万户，注册资本

3.4万亿元。今年1-7月，天津自贸试验

区新设立企业5782家，其中外资100家；

实际使用外资 1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7%；进出口总额1079.7亿元，其中出

口总额214.5亿元，同比增长33.63%。一

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天津自贸试验区

统筹谋划、升级加力自贸试验区建设，加

快推动政策与产业创新，与国家战略深

度融合，自贸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如

今，在渤海湾畔的创新沃土上，自贸红利

正在持续释放。

重点领域创新“多点开花”

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一直是天津自

贸试验区改革的“重头戏”。以供应链金

融创新为例，天津自贸区探索基于数字

仓库改造和可信仓单的供应链金融创

新，全国首创“数仓+区块链+金融”供应

链金融模式。据了解，基于可信仓单，集

仓单质押、处置、交易、风控锁价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体系是天津自贸试验区于全

国首创的供应链金融创新最新模式，拥

有不同于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新逻

辑，能够满足实体经济流通、融资、风险

管理的集成需求，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意义重大。此外，天津自贸区在

全国率先推行保税仓储货物质押融资，

解决贸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推进对外债权登记新政落地，助

力区内大型租赁公司离岸租赁业务顺

利开展。同时，租赁产业发展环境进一

步优化。 （下转第二版）

■ 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在全

国首创“数仓+区块链+金融”供应链

金融模式；在全国率先推行保税仓储

货物质押融资，推进对外债权登记新

政落地

■ 多措并举推进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最大限度便利企业。依托区块

链技术实现海关监管模式创新；创新

“保税货物+租赁贸易”的进口保税设

备租赁业务新模式；在全国率先实施

航空保税维修形式申报

■ 深度融入国际贸易产业链，打

造“一带一路”黄金支点；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持续注入发展新活力

日前，滨海新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赶大集”志愿服务活动走进中

塘镇。活动现场，来自滨海新区相

关委办局、中塘镇部分科室及刘塘

庄村的志愿者摆摊送服务，宣传普

及法律法规、节约粮食、疫情防控、

扫黑除恶、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知

识，当地卫生院的医生为现场群众

开展义诊并耐心解答问题，文艺志

愿者还为现场群众送上了精彩的

文艺演出。“志愿服务很贴心、很接

地气，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些活

动！”此次活动受到现场群众的一

致好评。

据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

集”志愿服务活动以“投身文明实践、

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把群众最需

要的民生服务直接送达农村基层群

众手中，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满意

度，助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刘汯林

文明赶大集 服务送身边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10 月 13 日，

“抗疫故事·滨海担当”宣讲报告会在滨

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市委常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等

领导同志出席报告会并与新区抗疫先进

典型代表和报告团成员深入交流。

连茂君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新区抗

疫先进典型代表和为这次抗疫斗争作出

积极贡献的全区干部群众表示崇高敬意

和衷心感谢。他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在

中央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新区上下一

心，闻令而动，携手抗疫，奋力夺取了辉

煌战果。广大医务工作者争分夺秒、不

惧风险，“逆行”冲锋，为武汉和全国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滨海力量。千千

万万志愿者、公安民警、干部群众舍小

家、为大家，默默奉献、不计回报，风雨无

阻日夜坚守，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坚固防线。在

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单玉厚、

韩艺超等党员干部因公殉职，谱写了可

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诗篇。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充分挖掘、生动讲好抗疫故事，使伟

大抗疫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发扬光大，把

新区干部群众在抗疫斗争中展现的担当

精神转化为全区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

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凝聚起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

力，奋力推进新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

把新区建设成为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

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而不懈奋斗。

报告会上，邓为民、程印波、张月

萍、宋晓磊、王志爽、袁程程六名报告团

成员动情讲述了疫情期间的一幕幕感

人经历——

“最美逆行者”、天津市第九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领队、大港中医医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邓为民深情回顾了医疗队员

们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义无反顾奔赴武

汉前线的感人故事。他们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斗争，展现了逆行冲锋、舍生忘

死、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精神，以实际

行动贯彻了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的要求。

滨海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程印波讲述了“歌诗达赛琳

娜号”邮轮集中发热事件处置过程中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惊心动魄

24小时。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滨海新区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打出了一场处变不

惊、运筹帷幄，以正合、以奇胜的经典战

例，取得了4806名游客安全健康保卫战

的完胜。

滨海新区寨上街社区志愿者张月萍

回顾了自己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积极

回到社区参加排查、入户宣传、创文志愿

服务等工作，真正做到了“退休不褪色”

“离岗不离心”的动人故事。这些志愿者

都是无私的奉献者，他们用最朴实无华

的真诚付出，传递着最打动人心的温度

与力量。

（下转第二版）

“抗疫故事·滨海担当”宣讲报告会举行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连茂君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10

月13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

区委书记连茂君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所在区委办公室会

务室党支部学习，与支部党员

同志们共同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

连茂君首先为支部全体

党员领学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的主要内容，党

员同志结合学习体会进行深

入交流。大家畅所欲言，气

氛热烈。

连茂君仔细倾听，不时记

录，并结合自己的学习情况谈

了心得体会。他指出，要将深

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坚

决落实提高“七种能力”的指

示要求，全力打造模范机关、

首善机关。要坚持提高政治

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强大理

论武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把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作为终

身学习的主要内容，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提升

调查研究能力，把基层作为最

好的熔炉，真正深入基层、沉

到一线。要提升科学决策能

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结果导向，全生命

周期、全链条安排部署，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做到工作全面

系统化。要坚持提高改革攻

坚能力，发扬“二次创业”精

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作

为，勇闯改革“深水区”。要坚

持提高应急处突能力，坚持底

线思维，强化忧患意识，不断

提高应急处突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提高群众

工作能力，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线工作法，扎实推进“党

建+服务基层”活动，落实“向群众汇报”工作机

制，真正做到“基层吹哨、部门报到”。要坚持提

高抓落实能力，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马上

办、钉钉子、敢担当。

区委常委、区委秘书长赵前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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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街：
志愿服务点亮城市文明

文艺志愿者送上精彩文艺演出文艺志愿者送上精彩文艺演出

医生志愿者进行义诊医生志愿者进行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