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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

的中央一号文件2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文共5个部分，

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中央

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

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下转第二版）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时报讯（记者 王梓 报道 贾成龙
摄影）2020 年，滨海新区使用外资完成

3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3.1%；新设外资

企业 354 家，合同外资额 336.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8%，这亮眼的成绩单得益

于滨海新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良好

的营商环境以及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也

成为外资企业信心十足投资滨海的有

力注脚。

2020 年底，玛氏天津宠物食品工厂

项目在新区启动。该项目投资超过1亿

美元，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引进的重要外

资项目。作为典型的外向型区域、外商

投资高地，2020年，滨海新区以管家、保

姆式的贴心服务呵护企业，坚定了企业

在新区的发展信心，诸多外资企业选择

落户或增资扩产。

据了解，由于玛氏天津宠物食品工

厂工艺领先，超出规范限制，需要专家审

核。天津经开区积极组织各部门进行定

制服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天津经

开区创新提供服务，把专家集合在线上，

为玛氏工厂进行施工图评审，还协助企

业完善设计。后期，各部门主动联系，积

极服务，帮助企业顺利拿到了施工许可

证。玛氏宠物营养中国区总裁牛英华表

示，天津经开区贴心的服务为玛氏扫平

了诸多障碍，玛氏也希望借助天津工厂

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契机，为中国

市场注入更多发展动力。

同样在 2020 年，雀巢增资 7.3 亿元

人民币，增设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

产线、扩大现有宠物食品工厂的产能、

升级“呈真”威化生产线，并进一步发展

天津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能力。“多年

来，滨海新区为企业营造了非常好的投

资环境和营商环境，疫情防控期间，这

里的帮扶小组工作细致入微，指导我们

获取最新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减负。选

择此时增加投资，凸显了我们对中国市

场的信心，我们看好泰达的营商环境和

发展前景，会和滨海新区持续合作。”雀

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士

德表示。

除了上述两家企业，2020 年，德国

大陆集团下属动力总成公司纬湃科技

举办其亚太区研发中心破土动工仪式，

这是纬湃科技看好滨海新区营商环境

和发展前景，继续加码滨海新区的重要

项目。 （下转第二版）

良好营商环境坚定企业信心 贴心服务呵护企业成长

外企看好“滨城”深耕“滨城”
2020年新区使用外资完成37.35亿美元，同比增长3.1%；新设外资企业

354家，合同外资额336.7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今日，滨海新区各中小学、幼儿园

将同步开学。各学校严格按照防疫要

求，提前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校

园环境进行全面清洁。保洁人员对楼

道、会议室、卫生间、教室进行整体清

扫和消毒，消除卫生死角，彻底清除各

类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同时补充防疫

物资，临时隔离点全部设置完毕。严

格食堂卫生管理，建立就餐、消毒等食

品卫生管理台账，加强食材采购、存

储、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卫生安全管

理。此外，部分学校和幼儿园还组织

疫情防控模拟演练，提高了全体教职

工的应急处置能力。

记者 岳立杰 戴枭翔 简讯 摄影报道

新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今日开学

安全迎来

开学季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 21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1年春节假期（2月11日至2月17日），移动互联

网流量达到357.3万TB，与2020年春节7天相比

增长23.4%。云上互动、娱乐、购物等云上方式受

到青睐。春节假期的数字“洪流”，你感受到了吗？

工信部数据显示，春节拜年、娱乐方式及消

费模式继续向线上转移，“云端过节”、网购年货

等成为新潮流，拉动移动互联网流量快速增长。

除夕和初一两天的移动数据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28.7%和26.1%。

优酷平台数据显示，1月28日到2月16日，

上网刷剧观影人次同比增长20%；拼多多数据显

示，1月以来，拼多多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等生鲜

产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20%。

春节假期间，全国通信网络安全畅通、运行

平稳，全国移动短信发送量达212亿条，各类公

益短信占比提高。

春节数字“洪流”来袭
移动流量同比增23.4%

据新华社电 今年春运，受疫情防控常态化

影响，出行客流较往年回落不少。尽管出行压力

减小，但出行安全“不打折扣”。各部门始终坚守

春运岗位，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努力为旅

客守护平安顺畅出行路。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显

示，春运以来，铁路部门深入实施客运提质计划，

精准调整运力安排，精细实施“一日一图”，增加短

途客运产品供给，满足各地百姓出行需求。春节

假日7天，国家铁路发送旅客2332.7万人次，其中

铁路局管内短途客流较2020年同比增长19.9%。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各车站严格落实

体温监测制度，对售票厅、候车室、电梯、卫生间

等重点公共区域，每4小时不少于1次消毒，为旅

客出行提供安全环境。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

司增派工作人员在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室等处轮

流值守，为旅客提供购票候车引导、重点帮扶等

服务，保障旅客出行。 （下转第二版）

多部门加强安全管理
守护春运平安出行路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昨日记者从经

开区了解到，日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与北京米连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伊

对运营管理中心项目正式落户经开区。作为国

内知名的移动互联网视频社交平台,伊对开辟了

视频恋爱社区的独立赛道。

伊对是北京米连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公

司成立于2015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公司营收已近

10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公司完成B 轮融资，投

资方包括了小米、云九资本、人民网文化产业基

金、顺为资本、光源资本等知名企业和投资机构，

2020年入选北京朝阳区高科技企业20强。

伊对专注于移动端的交友和相亲，将视频、直播

和线上红娘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打造视频恋爱社

区，为单身人群提供全新的社交体验。目前伊对每月

撮合的视频相亲活动约1000万场。（下转第二版）

伊对运营管理中心
正式落户经开区

2020年底，玛氏天津宠物食品工厂在新区启动。该项
目投资超过1亿美元。

雀巢增资7.3亿元人民币，增设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
产线、扩大现有宠物食品工厂的产能、升级“呈真”威化生
产线，并进一步发展天津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能力。

德国大陆集团下属动力总成公司纬湃科技举办其亚太
区研发中心破土动工仪式，这是纬湃科技看好滨海新区
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继续加码滨海新区的重要项目。雀巢在新区的全新生产线外景

“咱们今天先摘水果西红柿，这个是

一个客户急用的，一早就走。然后再摘普

通西红柿，摘完以后，再摘茄子、辣椒，要找

品相好一些的摘，每个菜品都选好的，品质

上一定要有保障，我们要把最好的蔬菜

配送到顾客家中。”春节期间，记者在滨

海新区永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

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蔬菜种植大棚开始

一天的工作，并安排当天的配送任务。

永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位于汉沽

街道大马杓沽村，是滨海新区确定的蔬

菜保供基地之一，主要采取网络销售、微

信订单等方式，用直销车直接送菜到“滨

城”、“津城”市民家里。

“春节选购新鲜的蔬菜是市民置办

年货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最忙时凌晨

三四点就得起来采摘配送。”永丰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永峰告诉记者，

目前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占地130多亩，

现已建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社会

效益佳的农业观光园，兴建了高标准的日

光温室26栋。西红柿、黄瓜、洋白菜、菜

花、韭菜，茄子、辣椒及各种盆栽绿叶菜一

应俱全。此外还有“汉沽马沽草莓”。

“为保障新区蔬菜市场供应，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采

收菜品。”大棚里，工作人员忙而有序地

采摘，新鲜的蔬菜一筐筐搬运出来；大棚

外，工作人员过秤、封装有条不紊，将新

鲜的蔬菜装车。不时传来发车口令，装

有蔬菜的车辆从基地鱼贯而出。

记者在大棚里看到，合作社以种植

绿色蔬菜为主，土壤栽培主要采用稻壳鸡

粪和豆泊，不用化学农药。近年来，汉沽街

道以永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带

动周边村民积极种植油菜、油麦菜、生菜等

速生的绿叶蔬菜，尽最大努力满足新区市

民的“菜篮子”。“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每天

上市5吨左右的蔬菜，尽最大的努力保障

市民的餐桌需求。”邱永峰说，“国家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合作社来说，就

是继续做大做好蔬菜产业，带动更多农户

致富。” 记者 戈荣喜 摄影报道

新区永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每天上市5吨 满足市民“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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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之上回望百年，
驶向未来

穿过硝烟 看见你的底色
——寻找八路军总部抗战轨迹里的红色密码

下一步，新区
将建立和完善全流
程外商投资服务体
系，稳定外商在华
长期发展信心，围
绕新动能引育更多
外资项目，做优做
强滨海新区利用外
资的优势。

工人们忙着采摘蔬菜工人们忙着采摘蔬菜

生态城部分学校开学前开展疫情防控模拟演练

学校对食堂进行消毒

保洁人员对教室进行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