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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 记者 赵贤钰 张广艳 报道

■ 目前，天津港内陆营销网络达 115 家，辐射“三
北”等 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内陆主要腹地全覆
盖；
拥有“一带一路”集装箱航线 40 余条，同时拥有 3 条大
陆桥过境通道和 42 条海铁联运通道，京津冀“出海口”功
能得到充分体现
■ 铁路建设方面，完成了蓟港铁路扩能改造，极大
地提升了南疆港对外集疏运能力；服务南部港区的西南
环线、南港一线等线路相继投入运营，滨海新区外围铁路
货运环线基本形成
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重要作用。

■ 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形成由津汉高速、秦滨高速、
海滨大道、津港高速二期组成的新区绕城高速。同时，分
别形成向西、向北、向南通联的 10 余条城市快速路和主
干道路，
新区骨架路网日趋完善
■ 近年来，新区海工装备制造、海洋工程总承包和
服务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
市加快推进。同时，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
飞机、船舶、海工平台等跨境租赁业务总量占全国 80%以
上，
成为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地

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纵观世界港口城市发展脉络，大多
经历了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
进而实现融合发展。滨海新区环抱天津
港，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港口与滨海新区融合
发展，首先是理念相融。以绿色、智慧理
念为基础，新区与港口在规划上共谋，实
现生产、生活、发展空间统筹布局，在政
策上协同，实现产业发展、港口建设、环
境保护等领域有效衔接、协同共赢。
滨海新区第三次党代会以来，
天津港

理念融合
致力绿色智慧 共享发展成果
翻开经济运行数字表，一组港口数
字分外耀眼：天津港集团今年前三季度
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3.51 亿吨，同比增长
4.5%；集装箱吞吐量 1580 万标准箱，同比
增长 14.7%，创历史新高。这里正最大限
度发挥好港口作为国家核心战略资源和
全球资源配置重要枢纽的作用，推动区

在践行生态文明上做足文章，
努力建设以
人为本、安全健康、环境友好的世界一流
绿色港口。2017 年，
天津港率先在全国港
口中实现了煤炭铁路集港运输。这不但疏
解了汽车运输给城区带来的交通不便，
更
重要的是打出了一手绿色发展
“好牌”
。在
位于南疆港区的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
数条大型传送带正在运输煤炭，
现场却并
没有煤灰飞扬的情况。如今，
堆场的传送
线上都加上了
“防尘罩”
，
放眼望去，
是一座
座绿色的小
“山头”
，
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
化绿色港口让人眼前一亮。
（下转第二版）

天津市《关于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
创新人才引育体制机制
集聚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多国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升级新冠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
利亚 27 日和 28 日陆续报告感染新冠变
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为防
范该变异病毒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班、
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
包括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近日报告
了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世界
卫生组织 26 日将这一毒株列为“需要关
注”
的变异毒株。
初步证据显示，
奥密克戎毒株被检测
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
异毒株都快，
表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
具有生长优势。另外，与此前其他“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可
能会增加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与
德尔塔毒株不同，
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
就受到全球广泛关注，
这或许有助人们更
早地采取措施，
遏制疫情蔓延。

大力引聚海内外高端人才
探索打造国际人才集聚区

创新人才引育体制机制
探索打造国际人才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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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3-11 周岁人群
接种第二针疫苗
开展儿童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是筑牢全人群免疫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完成第一针接种
间隔 21 天后，近日，滨海新区 3-11
周岁人群新冠疫苗第二针接种工
作正在陆续进行中。
扫码、测温、登记……记者在
汉沽体育馆临时接种点看到，符合
接种条件的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
下 ，佩 戴 口 罩 ，有 序 排 队 等 待 接
种。为缓解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工
作人员特意准备了小贴纸，对幼儿
园的小朋友进行奖励性发放。
记者 董欣 摄影报道

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
计划 12 月中下旬造雪

泰达交通运输管理增添“智慧大脑” 360 科技集团将获市、区两级资金奖励
搭建“两客一危”综合安全监控智慧化平台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近日，
泰达智慧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一
期工程第一阶段顺利通过验收，并正式
投入使用。该工程将实现对入区危化品
运输车辆、客运车辆的来源可溯、去向
可查、状态可控，
同时为下一阶段工程打
下良好基础，
进一步为泰达“智慧城市大
脑”
在交通领域探索方法路径。
据 了 解 ，泰 达 智 慧 城 市 综 合 交 通

运输管理系统是按照经开区建设智慧
城市要求，充分发挥互联网+大交通、
大数据+大交通的智慧化管理模式优
势 ，通过提 升现有系 统 及搭建 新的 功
能模块，实现对经开区道路运输、水路
运输、机动车维修、出租汽车、轨道交
通等行业的动态监控和跟踪管理的智
慧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下转第二版）

时 报 讯（记 者 王 建 喜）11
月 28 日，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
单泽峰深入华熙生物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开展调研服务，主
持召开座谈会，
面对面倾听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现场办公
协调推动解决有关问题，
助推企
业新产品早日达产达效。
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以发酵技术平台、交联技术
平台、科技中药技术平台为核
心，分三期建设生产食品级、化
妆品级、医药级透明质酸原料产
品，
透明质酸衍生物、依可多因、
氨基丁酸、燕窝酸及其他生物活
性物原料产品、终端产品，总产
能超过 1000 吨。规划 64 条中试
生产线，目前已建成 30 条中试
生产线。单泽峰来到企业 HA
纯化车间、依克多因发酵厅、氨
基丁酸发酵厅、中控室、产品展
示厅等，
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介绍，
仔细察看生产工艺流
程，
了解企业产品研发、
未来发展
规划等情况，
详细询问企业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
鼓励企业在创新
提质、
绿色发展上下功夫，
把产品
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延伸，
踏踏实实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单
泽峰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
办公，
就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逐一分析研究，
明确工作
措施，落实责任分工，推动尽快
解决。单泽峰强调，
各有关部门
要紧盯行业发展新形势，
深入研
究企业发展现状、特点、趋势等，
努力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全方
位服务和各方面要素保障，
切实
解决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助推企业新产品早日达产达效，
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深挖企业发展潜能，围绕串链、补链、强链做
文章，
进一步整合资源，
使企业降低成本，
增加附
加值，提升发展空间。企业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将安全作为
发展的前提，
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
处理”
的理念，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进一步强
化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持续提升
安全生产工作和安全发展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
行稳致远。

区领导深入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开展调研服务

——见证
“城”长·喜迎新区第四次党代会召开系列报道之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中央军委人
才工作会议 26 日至 28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强军之道，
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
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要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确保为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人才总体
水平跻身世界强国军队前列。（下转第二版）

提供全方位服务 助力企业新产品早日达产达效

在新发展格局中谱写港产城融合发展新篇章
站在天津港北疆港区东突堤的集装
箱码头向东望去，天津港主航道上世界
各地的船舶正在有序进出港口。从这里
出发，
沿着海岸线向北再走 4 公里来到北
疆港区，一台台七彩元素涂装的自动化
轨道桥和岸桥让人眼前一亮，这里加持
诸多尖端、硬核科技应用，实现了“智慧+
绿色”
全领域深度融合。
2019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天津港时强调，
“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
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
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依港而立，因
港而兴，与港共荣，港口是天津发展的
核心战略资源，更与滨海新区的发展相
融共兴。滨海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深入推进港城间规划布局、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资源要素协同融合，
建好京津冀高效便捷“出海口”、配套完
善“产业区”、宜居宜游“后花园”，谱写
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在国内大循

星期一

促进全市互联网产业升级发展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记者近日从
高新区获悉，
日前，
市发改委公布天津市
引进民营企业总部认定企业名单，坐落
于高新区的 360 科技集团获得天津市引
进民营企业总部认定奖励。
据悉，
《天津市引进民营企业总部认
定奖励办法》的发布，
旨在激发创造力，
释
放新动能，
助力民营企业总部经济发展，
促进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评审经

部门联审、现场查勘、信用评估、专家评
审、征求意见、网上公示等环节，共两家
企业荣获奖励，其中，360 科技集团作为
综合型总部将获得市、
区两级资金奖励。
据介绍，未来，360 科技集团将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打造网络
安全产业集群建设，
吸引上下游企业，
进
一步延链补链强链，促进全市互联网产
业的升级和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8 日获悉，北京首钢滑雪
大跳台计划于 12 月中下旬启动造雪，迎接北京
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
目比赛。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唯
一雪上项目竞赛场馆。目前，场馆跳台主体、裁
判塔、固定看台及配套建筑全部完工，临时设施
搭建接近尾声。场馆团队将根据天气情况在 12
月中下旬启动赛道造雪。造雪过程分为本体造
雪、塑形、储雪、补雪四个阶段展开。
滑雪大跳台项目于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首次
纳入奥运会比赛，
是一项新兴、年轻、时尚的雪上
运动，主要通过租赁场地，搭建脚手架制作临时
跳台，
至赛后再拆除的方式进行。
作为世界首例永久保留的滑雪大跳台场馆，
坐落在北京首钢园北园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建
设之初即规划可持续利用蓝图。 （下转第二版）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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