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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定价：
1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
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
警 水位 ，个 别水 库溃坝 ，部分铁 路停运、航班取
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
分严峻。
（下转第二版）

滨海新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暨加快街镇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力度，努力做强存量、做大增量。要提升
城市建设能级，积极推广应用市场化综
合开发模式，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
力打造发展载体、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要提升创新策源能级，创新体
制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
金融支撑、成果转化的“四位一体”发展
模式，推动更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积极
引入与产业相配套的优质科教研发资
源，全力抓好“一室一心四谷”建设。要
提升开放门户能级，积极推动贸易本地
结算，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努力为天津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
市作出积极贡献。要提升绿色发展能
级，大力发展光能、风能、冷能、氢能、固
碳等新能源产业，构建集排放权交易所、
低碳中心、绿色金融、双碳大厦、双碳产
业（人才）联盟、多应用场景为一体的“双
碳”发展体系，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展现
新区作为。要提升资源配置能级，深化
土地、数据、人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用
好现有资源，激活闲置资源，切实降低生

产要素成本，
真正为市场主体降本减负。
连茂君强调，要把大力发展街镇经
济作为坚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补
齐发展短板、做优发展空间、促进产业链
协同、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街镇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四
不”。聚焦街镇经济工作摆位不够、发展
活力不足、平台载体不强、体制机制不优
的问题症结，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攻坚
克难，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街镇
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是要坚持目标导向，全力打造“一
新三区”。打造经济发展的新阵地，坚持
街镇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双向发力，切
实提升街镇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
打造主导产业发展的配套区，发挥街镇
优势，抓大不放小，围绕各开发区主导产
业，聚焦产业链的细分市场，培育隐型冠
军。打造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集聚区，在
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形成中小微企业

“铺天盖地”发展的生动局面。打造假日
休闲经济发展的活力区，聚焦乡村振兴，
发挥好生态资源、特色文化等优势，加快
发展乡村特色文旅产业，努力实现兴业
富民。
三是要坚持需求导向，推动实现“四
化”发展。聚焦特色化发展，围绕街镇资
源禀赋，城市功能型街镇大力发展楼宇
经济，产城融合型街镇全力发展园区经
济，特色农业型街镇积极发展现代都市
型农业，打造一乡一品、一镇一业的特色
发展格局，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聚焦协同化发展，加强开发区与街镇的
协同、部门与街镇的协同、街镇之间的协
同，形成发展合力。聚焦融合化发展，推
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立体化发展
模式，推进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
合，
强化消费帮扶、
就业帮扶，
实现共融共
兴、共促共进。聚焦优质化发展，坚决避
免“剜到筐里都是菜”，坚持创新高质、节
约集约、优质服务发展，坚定不移地走高
质量、
优质化发展之路。 （下转第二版）

上半年“滨城”经济运行稳中向上质优效好

开栏语

时报讯（记者 马坤 赵贤钰）今年以
来，滨海新区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深入落实“双城”发展布局，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
稳中向上、质优效好，企业效益显著提
高，
新动能加快引育。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区主
要经济指标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12.6%，比 2019 年上半年增
长 9.5%，两年平均增长 4.6%。其中，第一
产业增长 3.7%，第二产业增长 15.6%，第
三产业增长 10.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增长 26.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2%，限上商品
销售总额增长 5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9.1%，实际利用内资增长 23.2%，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7.6%，外贸进出口增
长 10.6%、
出口增长 23%。工业总产值、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限上商品销
售总额、实际利用内资、实际利用外资、
外贸出口同比 2019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新区工业生产保持平稳，规
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26.6%，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10.2%。石化产业增长 45.6%，
拉动全区工业 9.7 个百分点。汽车产业
增 长 16.7% ，拉 动 全 区 工 业 2.9 个 百 分
点。医药制造业增长 45.1%，拉动全区工
业 1.6 个百分点。
上半年，
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
比2019年同期增长7%。
（下转第二版）

全市通用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21 日，滨
海新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暨加快街
镇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出席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总结新区上半
年经济工作，并就下半年经济工作和加
快街镇经济发展工作进行部署。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许红星，区政协主席韩远达
出席。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张弢
对《加快街镇经济发展实施意见》和相关
细则进行说明，
副区长梅志红主持会议。
连茂君强调，上半年新区经济发展
稳中向上、质优效好、动能和后劲很强，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半年要清醒
认识新区经济发展形势，综合研判、对症
下药，全力提升“六个能级”，坚定不移推
进高质量发展。要提升产业引领能级，
聚焦“1+3+4”产业布局，做实链长制，强
化产业（人才）联盟作用，加强金融支撑，
完善专班服务和配套政策，加快发展主
导产业、建设主题园区，全力接链补链强
链，积极服务好现有企业，加大招商引资

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下发《关于扩大滨海新区﹃一企一证﹄应用范围的通知》

连茂君讲话 杨茂荣总结部署工作 许红星韩远达出席

时报讯（记者 王连昆 杨
静如）日前，市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
组办公室下发《关于扩大滨海
新区“一企一证”应用范围的
通知》，
明确扩大滨海新区“一
企一证”
应适用范围。
《通知》明确规定，
市场主
体持有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颁发的《行政许可证》即可在
全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各类政
务服务、招标投标、银行贷款、
机关年检等，
无须出具业已整
合的单项许可证。各级行政
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不得以
市场主体未出示相关单项许
可证为由拒绝办理及提供相
关服务或对其进行处罚。也
就是说，
企业在新区申请办理
的《行政许可证》实现在全市
范围内通用。
2019 年 以 来 ，滨 海 新 区
率先开展“一企一证”综合改
革，
以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为导
向，
着力破解“准入不准营”
难
题，以企业办成一件事为目
标，
将企业经营涉及的多个行
业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政许
可证，
实现一证覆盖企业全部
经营范围。行政许可证载明
企业名称、社会信用代码、许可证编号、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负责）人、经营范围、许可机关和制证日
期等内容，
证书上加载的二维码则显示企业准营各
单项许可的详细信息。企业从事不同行业经营只
需要取得一张“行政许可证”，审批环节大大减少，
办事成本显著降低。
截至目前，
新区“一企一证”
综合改革已经覆盖
48 个行业，实现高频民生行业全覆盖，新区已为
186 家企业办理颁发了《行政许可证》。
一证准营、全市通用，
一系列全流程、全要素的
高效便捷服务，
极简化审批模式，
让新区企业、群众
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到无差别的政务服务，
新区营商
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证准营

全力提升发展能级 大力发展街镇经济
坚定不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获得过私
募投资且未公开上市、企业估值达到 10 亿美
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2020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 251 家，总估值首次超
万亿美元。天津共有 9 家企业入围，其中 8 家
在滨海新区，总估值达 124.1 亿美元。为此，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独角兽企业在‘滨
城’”栏目，通过对滨海新区部分独角兽企业
进行报道，全面展现滨海新区以“创新立区”
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的积
极风貌，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瑞派宠物：
构建宠物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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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豫”
难而上

飞机长成什么样
A350

A350 系列飞机的客舱横截
面宽 221 英寸，为所有级别客舱
的乘客提供了绝对的舒适性，
并为航空公司设置不同类型的
客舱布局提供了灵活性。典型
三级客舱布局下，A350-900 可
设 置 300- 350 个 座 位 ，A3501000 则 可 设 置 350- 410 个 座
位，在舒适性相同的情况下多
提 供 40% 的 高 端 区 域 面 积 。
A350 系列飞机为所有乘客提供
最新的第四代机上娱乐系统。

空客天津宽体飞机首架 A350 飞机完成交付
助力天津实现空客亚洲中心战略定位

滨海新区多家企业
驰援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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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单毅 朱绍祥 报道 戈荣喜 摄影

宽体飞机首架
宽体飞机首
架 A350
350飞机
飞机完成交付
完成交付

7 月 21 日，空中客车天津宽体飞机完
成和交付中心首架 A350 飞机交付仪式
在天津港保税区举行。此次交付为天津
实现空客亚洲中心战略定位，推动航空
产业集聚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滨海新区航空领域布局逐渐完善，
形成了以大飞机、直升机、无人机等为产
业核心的产业聚集地，航空产业呈现出

项目多、技术高、规模大、经济效益显著
的特点。

5架A350飞机将交付中国公司
空客全球执行副总裁、空客中国公
司首席执行官徐岗表示，空中客车天津
宽体飞机首架 A350 飞机完成交付，是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
（下转第三版）

甘于奉献 筑牢“战斗堡垒”
——记天津市优秀
共产党员曹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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