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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战旗）7月27日至29日，滨

海新区工商联组织新区商会会长、有关民营企

业负责人一行17人，赴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

开展“万企兴万村”帮扶活动。

合作市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了滨海新

区·合作市“万企兴万村”对接会暨帮扶协议

签约仪式。

活动中，滨海新区工商联与合作市工商

联签订《打造示范村的战略合作协议》，天津

恒银慈善基金会与合作市卫生健康局签订

《帮扶合作市乡村卫生室改造提升的协议

书》，捐款 30 万元，用于 2 个示范村卫生室改

造提升；滨海新区甄优农业公司和滨海新区

紫苑商贸公司与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受援

村签订《“万企兴万村”产业帮扶协议》；滨海

新区文化旅游商会和泰达工程咨询公司与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受援村签订《“万企兴

万村”旅游产业规划咨询宣传推广帮扶协

议》；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与甘肃省甘南

州合作市受援村签订《“万企兴万村”法律服

务帮扶协议》。

滨海新区工商联赴甘肃省合作市

开展“万企兴万村”帮扶活动

遗
失
声
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百卉花坊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2120116MA06H0YQ4G，特 此 声 明
作废。

优化完善体制机制

一年以来，高新区在全国国家高新区

中率先启动法定机构改革，实行企业化管

理、全员竞聘上岗，中层干部队伍平均年

龄较改革前年轻了5.3岁，干事创业活力

进一步激发。同时，高新区还大力推进

“网上办”“掌上办”、审批服务“绿色通道”

等服务措施，在产业项目审批中施行“以

函代证”保障“拿地即开工”，进一步提升

了政务服务与企业服务效能。

打造高端产业体系

高新区通过研究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建设产业（人

才）联盟，研究制定专项产业政策，梳理搭

建应用场景，全力建设“中国信创谷”“细胞

谷”，示范区主导产业培育进入快车道，形

成了以信创产业为首位度，以新经济服务

业、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为支

撑的“113X”高端产业体系。其中，网络信

息安全产品和服务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全国

十大优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物医药

产业园在科技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

合竞争力评价中位居前十，云账户入选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高新区内，先后落地了

麒麟软件总部、腾讯IDC数据中心等产业

项目超600个，区域发展势能加速积聚。

加快释放创新活力

《条例》实施后，高新区出台了《滨海

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引育专项政策》，探

索构建雏鹰、瞪羚、独角兽等科技型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截至 2020 年底，示范区

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118 家，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1796家，雏鹰企业730家，

市级瞪羚企业87家，独角兽企业4家，市

级以上研发机构及平台400余家，主要创

新指标占全市比重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同时，高新区还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

平台，推进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

先进操作系统创新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

建设，并与知名高校合作，加快推进浙江

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天津先进技术

研究院、天津大学医疗机器人与智能系统

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已拥有市级

以上研发机构及创新平台400余家。

其间，高新区内的企业科技创新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PKS”体系成为自主可控领

域的“国之重器”，飞腾、麒麟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360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

奖，中海油服获得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红日药业获得“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特别奖”一等奖，示范区企业研

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3.13%。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一年来，高新区探索建立了“大孵化器

联盟”，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管理

模式，推进双创载体升级，截至2020年底拥

有国家级孵化器14家，在全国双创示范基

地评估中排名第四。同时，还持续完善知

识产权服务，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不

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制定出台《天津滨海

高新区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

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探索创新知识产权融

资等企业融资服务模式。开展以“网络信

息安全产业”为主题的“百城百园”行动，成

功举办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天津赛事，

扎实开展“科创中国”行动，组织开展“创响

中国”系列活动，创新氛围不断活跃。

重点在建项目加快推进

高新区积极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生态

圈，加快建设京津产业新城等载体与滨海

中关村（天津自创区）创新中心、北京航天

706所天津研发中心等平台，北斗导航北方

总部等多个重点项目成功落户，中国电信京

津冀大数据基地、铁科院四期等重点在建项

目加快推进。并且加快完善“双自联动”顶

层设计，《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海

高新区联动创新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推

动示范区开放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

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一年来，示范区各分园加强联通互

动，加快融入“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

局，通过优化示范区城市载体功能，积极

推进华苑科技园、南开区、北辰国家产城

融合示范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产城融

合示范区域建设，加快推进新城吾悦广

场、宁海路小学、华苑社区卫生中心等满

足创新创业发展的配套设施建设。同时，

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建设，施耐德万高、环欧半导

体等多家企业入选绿色工厂名单。

深入实施《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滨海高新区交出亮眼“成绩单”
■ 记者 牛婧文 报道

2021年7月，《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我市正式
实施满一年。一年以来，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力推进《条例》各项规定的贯
彻落实，坚持“创新驱动、高端引领、开放合作、特色示范”，围绕新经济、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加速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
成为我市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略引擎，为加
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中心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一年当中，作为示范
区建设主体的滨海高新区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学史力行，用心为企业解难题

办实事。滨海新区在“为谁办、办

什么、怎么办、办得好”上持续发

力，探索构建以企业为主角的主题

园区共同缔造理事会共治模式，全

面提升办实事的“质效”，将党史学

习转化为生动实践。

“前不久，我们收到了不少企

业反映的园区接驳摆渡车未纳入

公交系统问题。企业员工无法实

时查询到站信息，浪费了不少等待

时间。”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同缔

造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来

经过与园区办、产发集团、公交集

团多次沟通，公交集团统一给摆渡

车安装了车辆GPS系统，实现了车

辆信息实时查看，同时，增加车辆

防疫措施和安全监控系统，园区乘

客乘车更便捷安全。

据悉，目前在滨海新区5个开

发区及6个街镇中，成立了海港保

税区、华苑科技园、“跨境电商—汽

车物流—冷链物流”产业园区、动漫

产业园区、中塘工业园等30个各具

特色的共同缔造理事会，共选举产

生30位理事长、120位副理事长，全

区66个开发区主题园区和6个街镇

工业园区实现理事会工作全覆盖。

“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各理事会发起政策宣讲、政

企恳谈、银企对接、项目撮合、校企共

建等活动65场，走访企业656家次，

解决342件问题，涉及融资服务、项

目申报、员工子女入学等生产经营、

公共事务33件难题已得到协调推

动。”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在日常工作中，各主题

园区主管部门也对共同缔造理事

会调度资源、激活衍生资源给予了

充分支持，为服务企业注入“源头

活水”。 记者 赵贤钰 摄影报道

新区探索构建以企业为主角的主题园区共同缔造理事会共治模式

用心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八、区委网信办

问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市委、区委重大决

策部署不到位

整改：一是针对“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严不实”问题，室务会议每季

度专项听取支部建设落实情况和

党员干部思想动态汇报，部署和推

动党建工作；组织各支部召开巡察

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深刻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抓理论学习；

制定了《区委网信办机关各党支部

三会一课制度及落实情况考核办

法》《区委网信办谈心谈话制度》；

结合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

组织生活会，在网信系统开展了谈

心谈话活动。二是针对“贯彻落实

上级部署要求不坚决，推动智慧城

市建设行动迟缓，网络安全排查不

全面”问题，完成滨海新区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方案初步设计，年底前

完成建设；对全域IP进行摸底，定

期进行全面扫描监测；完善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全区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队伍；组织开展网络安

全进企业、进社区活动。三是针对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落实”问

题，制定了相关制度，工作分工和

责任进一步明确；组织学习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有关文件，责任意识

得到增强。四是针对“领导决策机

制不健全”问题，制定了《中共滨海

新区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室务会议议事规则及

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会议议题

范围和程序；组织学习《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

例（试行）》，从思想上提高认识筑

牢防线。

问题：务实担当不够，作风和

廉政建设不扎实

整改：一是针对“领导干部深

入基层调研走访不广泛、不深入”

问题，成立6个服务企业调研小组，

深入15家属地企业调研走访；建立

健全区委网信办企业家服务工作机

制。二是针对“内控制度缺失，财务

监管有漏洞”问题，网信办及下属

事业单位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完成

2017年-2019年财务审计工作。三

是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禁而未绝”问题，对超标准、超范

围公务出行报销进行清退，并上缴

区财政；制定了《区委网信办公务出

行费用报销实施细则（试行）》，组织

专题培训，规范审批流程。

问题：党的建设缺失，组织力

欠缺

整改：一是针对“基层党建工

作虚化，党内选举程序不严，党建考

核机制不完善”问题，制定《区委网

信办机关各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

及落实情况考核办法》《关于进一步

加强网信办机关党总支党的建设的

若干措施》《网信系统党建工作考评

办法》《区委网信办党员学习考核制

度》；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

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选

举过程进行倒查。二是针对“‘两个

责任’落得不实、责任不清，日常监督

流于形式”问题，制定了《区委网信办

2020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责任分

工》，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及责任分工通告全系统。

三是针对“干部队伍混编混岗问题突

出”问题，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各

支部每月安排集体学习不少于3次，

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前认真检查

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每月底认真检查

全体党员思想汇报材料；以区网管中

心职责名称变更为契机，制定滨海

新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原区

网管中心）岗位职责，全体人员已

确认岗位，明确职责。

三届区委第十一轮巡察整改情况概要

（上接第一版）要强化党建引领、共同缔造，加

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不断提高公众思

想认识和行动自觉，努力营造“垃圾分类工作

就是新时尚”的浓厚氛围。各部门、各单位要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执

法检查，健全长效机制，为美丽“滨城”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开发

区、各街镇设分会场。区委常委、副区长、区

政协副主席、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各开发区、各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分

管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区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居委会（村委会）负责同志，

部分物业公司、垃圾分类第三方公司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

抓细抓实垃圾分类
共同推动美丽“滨城”建设

▲

宜居宜业宜创的高新区 记者 胡义和 贾成龙 摄

各理事会协调解决企业难题各理事会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上接第一版）在应对极端天气考验方面，7月以来，郑

州等地区先后经历多轮强降雨，部分铁路设备设施和运输

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加

强集中统一指挥，组织人员昼夜抢修线路，实施主动避险

策略，采取停运、折返、迂回等方式，先后调整了3500余列

客车运行、转运旅客2.3万余人、疏散滞留旅客156万人。

全国铁路暑运首月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关注儿童视力健康
远离近视困扰

我们平时应该如何预防近视？
（二）看电视的视觉环境要求。

1.看电视时，人与电视机应保

持三米以上距离（或保持电视画面

对角线5倍以上距离）。

2. 电视屏幕的高度应与看电

视人的视线平行或稍低一些。

3. 电视机要放在背光的地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