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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津联世界
浙大学子调研天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对一带一路的建

设与发展，对中国文化

建设内涵的深化与延展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近

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

院“一带一路建设沿线

城市文化”寒假社会实

践团天津分队针对近代

文化特质进行了资料研

究和实践调研。

“一带一路建设”的北方
桥头堡在天津

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卫城

天津，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关系是双

向的。一方面，天津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窗口，她的文化，点亮着

中国城市文化中的近代文化和卫

城文化部分，彰显着中西方文明碰

撞的古与今；另一方面，一带一路

建设，激发着天津的港口优势、融

资租赁优势、金融服务与创新优

势，这将为天津发展开辟更广阔的

道路。坐落于解放北路的天津邮

政博物馆，对这段不可忽视的邮政

发展历史进行了整理和记录。走

访发现，作为中国第一套邮票——

大龙邮票的首发地、当时全国邮政

业务的管理中心，天津的历史身份

并不简单。近代以来，各大中外银

行在天津落户，曾“形成”北洋金融

街的盛貌。

坚定城市文化自信不可忽视

天津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节点。采访天津

港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天津与俄罗斯、

巴基斯坦多城市均保持着物流、科技、

体育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关

系。降费提速、推进合作，天津港也正

加速着“智慧港口”的养成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平台的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港口城市，天津发挥着枢纽作用，

也彰显着独一无二的河海文化魅力。

卫城文化的求真务实；漕运文

化和码头文化的开放、竞争、兼容；

异域文化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商埠文化的热情好客、乐观幽默、

和气生财共同形成了天津这样一

个开放、动态演变的文化系统。根

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要求加强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坚定

城市文化自信对一带一路建设具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李姗灿

时报讯（记者 战旗）记者近日

从市商务局获悉，为深入贯彻全市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确保简政

放权各项改革举措‘放得下、接得

住、能落地、见效果’”精神，日前，

市商务局政务服务处赴滨海新区

行政审批局调研服务。调研现场，

市商务局与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

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天津

港保税区行政审批局等部门进行

了交流座谈，分别就成品油零售经

营资格审批、赴境外投资企业备案

和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等事项进行

了业务培训，并针对部分重点难点

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市商务局在市级审批事项及权

限下放之后，始终秉持“服好务”的

思路，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

积极主动进行业务跟踪指导，有效

提升了审批部门的业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确保商务领域政务服务事项

规范有序、衔接顺畅和高效服务。

市商务局赴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调研服务

积极主动进行业务跟踪指导
2 月 23 日，滨海新区与盛京银

行举行签约仪式，并达成全面战略

合作意向。本次签约仪式上，盛京

银行天津分行分别与滨海建投、天

保控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融

资总量均为80亿元。协议签订后，

盛京银行五年内为滨海新区提供不

低于300亿元人民币的各类金融服

务支持，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京津冀

协同发展、国有资产整合等。

提供优质优惠金融服务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盛京

银行注重强化对滨海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方位金融支持，并取

得了较好成效。为进一步深化合

作，推动金融与区域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经友

好协商，双方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意向。

此次签约后，盛京银行将滨海

新区作为战略客户，在信贷业务、资

金业务、结算业务、资本市场业务等

方面给予政策、规模、价格、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全力为滨海新区提供

优质、优惠的金融服务。

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

近年来，盛京银行天津分行加

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支持新区经

济发展，对新区企业授信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截至2020年末，盛京银

行天津分行在天津地区累计实现公

司业务投放6542亿元，其中累计实

现对滨海新区投放 1553 亿元。近

期，盛京银行与滨海新区的天津滨

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3家企业达成了新合作。

上述 3 家企业中，天津滨海新区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投放金额分别为 2 亿元及 5 亿元，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授信7亿元。

未来，盛京银行将持续加大对

滨海新区企业的授信支持力度，助

力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

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特别是

为区域内产业龙头、就业大户、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重点民营企业纾

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此次签约

后，滨海新区将积极支持盛京银行

参与新区在经济转型升级、区域协

同发展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金融创

新工作。同时，盛京银行将紧密围

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提

出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把滨海

新区作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支持

区域。

“要让干事担当成为一种自觉

和习惯。”这是滨海新区金融局副局

长张金友最常说的一句话。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冲锋

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担当实干，充

分体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2020年正月初二，张金友提前

返岗主持工作，连续无休近两个

月。他切实贯彻“一线工作法”，为

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带领工作

人员实地走访企业，面对面了解企

业难题，问询企业融资需求；牵头组

织编印“疫情防控期间金融领域支

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政

策明白纸”，主持召开银企对接会，

广泛宣传惠企政策，推动解决中小

微企业应对疫情过程中的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

响；妥善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

坚持“容缺后补”审批原则，助力企

业发展；积极协调渤海银行支持新

区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贷款和便

捷结算等事宜，保障医疗防护用品

生产企业金融需求。2020 年 11 月

20日凌晨，在接到区委组织部抽调

人员参与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后，

他再次冲锋在前，奔赴东疆瞰海轩

小区现场支援疫情防控，用实际行

动践行担当实干。

为建设“滨城”贡献力量

为在迎接营商环境评价相关工

作中取得较好成绩，张金友积极沟

通对接各项事宜。对于超出金融局

自身工作职责范围的合法权利度指

数等部分指标材料，协调争取中国人

民银行滨海新区中心支行、滨海银

保监分局、区法院等部门派员扩充

答题团队和后援团队；亲自带队走

访全量企业，落实企业联络方式和

政策宣传情况，做好企业服务，让企

业真心愿意参与答题、正面答题。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

区金融局在新区范围内共选择了

57家金融网点。他科学规划部署，

克服人员力量薄弱的困难，亲自带

队，多次深入57家网点逐项逐条督

促、检查和指导，确保区金融局圆满

完成相关工作。

作为局办公室和监管室分管领

导，张金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升

工作效率，统筹协调好各项日常工

作。“做工作不能太计较个

人得失，要为建设美丽‘滨

城’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一

直用朴实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工

作，也一直用行动展现着新时代党

员干部的担当风采。

记者 战旗 张惺卓

“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听到有人

喊救命，就跳下水救人了。”作为高

新区税务局的一名“老税官”，齐岳

不仅是工作上的行家里手，在生活

中也常常帮助别人，尤其是他勇救

两名落水群众，被单位的同事们称

为“身边的英雄”。“这件事让我获得

了第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的称

号，也对身边的人产生了激励作用，

我觉得挺高兴的。”齐岳说。

奋不顾身勇救落水者

每当提起齐岳奋不顾身纵身跃

入河中救人的事迹时，人们都会竖

起大拇指。那是 2019 年的一个夏

日，齐岳夫妇正在崇明路桥上散步，

忽听河堤边传来急迫的呼救声。原

来是一名女子不慎滑入水中，随行男

子欲拉起女子也不幸落入水中。两

人均不习水性，半个头在水中忽上忽

下，拼命挣扎，情况万分危急。

“马上救人！”齐岳顾不得多想，

来不及脱去多余的衣衫，飞奔至桥

下，一头扎入水中，奋力将两人拉向

岸边。但由于堤岸坡陡湿滑，临近

岸边河水虽不深却满是淤泥，齐岳

踩在没胸深的水中，几次想把两人

托上岸去均未成功。眼见爱人快要

脱力，齐岳的妻子拨打 110 电话报

警后焦急地向附近的群众寻求帮

助，最终寻来一根竹竿，在齐岳与闻

讯赶来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

两人拉上岸来。当民警赶到时，两

名落水群众已脱离生命危险。在配

合警方做完笔录后，他就与爱人一

起默默地消失在人群中。

大义之举源自日常点滴

工作中的齐岳是同事们心中的

“老大哥”，单位里的许多人都得到过

他的帮助。一位同事突发疾病，恶心

难忍，吐了一地。齐岳在妥善安排将

该同事送医问诊后，便返回走廊把呕

吐物收拾干净。路过的同事捂着鼻

子说：“叫物业保洁员来吧。”但齐岳

只是抬头笑笑说：“没事，别麻烦保洁

员了，这一会儿就干完了。”

生活中，齐岳是个热心肠。他

看到水上公园广场上的地砖被轧得

坑洼不平，许多孩子和老人走在上

面踉踉跄跄，就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反映这一问题。日常生活中，齐岳

还是个“较真”的环保达人，打印资

料必须双面打印，看到有人舍弃单

面打印资料总要语重心长地说几

句，并收集起来再利用。在他长期

的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影响下，节

约资源、倡导环保已在高新区税务

局蔚然成风。 记者 范炳菲

滨海新区与盛京银行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意向

金融支持为“滨城”发展“输血”
■ 记者 战旗 张惺卓 报道

■ 本次签约仪式上，盛京银
行天津分行分别与滨海建投、天
保控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融资总量均为80亿元

■ 协议签订后，盛京银行五
年内为滨海新区提供不低于300
亿元人民币的各类金融服务支

持，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京津冀协
同发展、国有资产整合等

■ 截至 2020 年末，盛京银
行天津分行在天津地区累计实
现公司业务投放 6542 亿元，其
中累计实现对滨海新区投放
1553亿元

▲▲ 盛京银行外景盛京银行外景 记者记者 李楠李楠 摄摄

用实际行动践行担当实干
——记滨海新区金融局副局长张金友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张金友
记者 李楠 摄

见义勇为诠释“最美税务人”
——记第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齐岳

工作中的齐岳（左一） 区文明办供图

滨海新区道德模范专题宣传

“一网金呐，嗨呦！二网银呐，

嗨 呦 ！ 三 网 拉 个 聚 宝 盆 呐 ，嗨

呦！……”日前，这首铿锵有力、提

振精神的渔家号子在寨上街再次

唱响，寨上街蔡家堡的老渔民们又

开始了正月里的忙碌。

77 岁的老渔民赵加岺一直在

周边各社区开展渔家文化义务讲

解，为了把渔家文化传承下去，老

人特意把各个不同年代的古帆船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制成船模，为孩

子们进行讲解。

下一步，寨上街将筹划建设文

化传承基地，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

渔家文化，展现渔家文化魅力。

文/记者 刘芸 图/记者 何沛霖

传承渔家文化
展示渔家魅力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2月23

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连茂君会见盛京银行董事长邱火

发一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

荣参加。

连茂君说，去年以来，滨海新

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逆势上扬，保持了良好

的发展态势。进入“十四五”，新

区正深入落实天津市“双城”发展

布局，坚定不移实施“五大战略、

四大工程”，加快建设生态、智慧、

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

新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

液”，美丽“滨城”建设离不开金融

的强有力支撑。希望盛京银行进

一步加强与新区的沟通交流，开

启双方务实合作新篇章。

邱火发表示，盛京银行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化与新区的

合作，搭建起辽宁与天津沟通交

流的新“桥梁”，更好地服务美丽

“滨城”建设。

区领导贾堤、赵前苗，保税

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

参加。

连茂君会见盛京银行董事长邱火发
杨茂荣参加

日前，记者走进天津奥群牧业

有限公司硕大的场区，发现作为场

长的卢小芳其工作既要“管人”，也

要“管羊”。每天她都要在各个羊

舍、产房之间巡查好几遍，全面掌

握当天的生产情况后才能放心。

1991年出生的卢小芳是一名

动物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今

年刚刚迎来而立之年的她告诉记

者，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她来

到滨海新区企业天津奥群牧业有

限公司，一干就是8年。这8年中，

她逐渐从一名普通的员工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

场长。

“春节像往常一样，我们每天

的工作紧凑有序。羊和机器不一

样，机器可以按下‘停止键’，但羊

却不可以，每天都需要人来照顾吃

喝，才能够生长得健康。现在我们

每天的工作包括羊只的日常配种、

产羔、流转、防疫……”只要是涉及

到羊的话题，卢小芳都如数家珍，

“举个例子，在产房，我们每天都要

巡视新出生的羔羊和羊妈妈的相

认情况，以及小羊羔吃初乳的情

况。因为有些小羊羔身体较弱，不

能立刻吃到羊奶，需要工作人员及

时发现这些还不能自主进食的小

羊羔，并辅助它们吃到初乳，确保

小羊羔健康生长。”

谈到近期的工作任务时，卢小

芳随手点击手机 APP 查询后说：

“今年2月份有300多只母羊产羔，

3月份即将迎来产羔高峰期，预计

将有 1050 多只羔羊出生，生产压

力较大。这就需要加强羔羊护理、

羔羊育成、青年羊流转、性能测定

等一系列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好人

员培训工作。”

关于今年最大的心愿，卢小芳

说，现在公司全力构建育繁推一体

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她希望在新

的一年里，可以培养出更多青年骨

干力量，输送到各区域的扩繁场和

生产场，为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提供技术支持。

记者 牛婧文 张惺卓

为肉羊育种注入“科技范儿”
——走近奥群牧业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场长卢小芳

工作中的卢小芳 记者 牛婧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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