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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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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

■ 全面深化孵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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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帮扶 千里携手奔小康
■ 天津日报记者 王睿 报道

天津日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9

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

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要求，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作

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市防控领导

小组组长李鸿忠主持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市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廖国

勋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深刻认识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

性、艰巨性、反复性，坚定不移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进一步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

治责任、工作责任，坚定信心，坚持到底，

全力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

位，以实际行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从严从

紧推动防控任务落实到位，牢牢守住不

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一是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坚持以快制快打快

仗，提升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运转效率，

严格执行封控管控、流调溯源、风险人

员排查、隔离转运措施，确保在最短时

间内控制住零星散发疫情，坚决阻断传

播链条，严防疫情扩散蔓延。二是严格

落实社会面常态化防控措施。加强重

点场所、重点区域防控工作，强化学校、

养老院、监所等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

险隐患。加强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管

理，落实好第九版诊疗方案，强化工作

人员自我防护，严防交叉感染。压实海

空两港防控责任，坚持人、物、环境同

防。扩大重点人群监测覆盖面，完善多

渠道监测预警机制。三是加强基层防

控工作。推动防疫人员力量向基层倾

斜，做好基层工作人员防控培训，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有力组织调动党

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防控力量，加

强农村和社区网格管理，教育引导基层

群众履行好防控责任义务，筑牢群防群

控的严密基层防控网。四是全力做好

防控保障工作。加强隔离管控群众的

生活和就医需求保障，做好物资配送、

心理疏导等工作，及时为群众排忧解

难。增强防控力量储备，加大全市核酸

检测能力统筹调配力度，做好隔离场所

储备工作，完善梯次使用应急预案，做

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五是

加强督查检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

盯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抓实抓细每一个工作环节、工作细节，

坚决堵塞隐患漏洞，全力推动整改到

位，全面提升防控能力和水平。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

各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金湘军、连茂君、

王庭凯、李树起、王建国和市政府秘书长

孟庆松，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各区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召开

坚定信心 科学精准 坚决有力抓好各项防控工作
李鸿忠廖国勋出席并讲话

记者近日从区住建委获悉，目前，滨海西站配套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记者来到滨海西站附近时发现，滨海西站南广场地铁预留段项目施工现场

内机器轰鸣，数台挖掘机同时工作，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据介绍，滨海西站南广场地铁预留段主要功能是为轨道交通B1线、B3

线、Z2 线三条线路提供盾构接收条件，预计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将全部完

工。同时，北广场京滨城际滨海西站市政配套工程也正在进行临建布置和

场地平整工作。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王勇为 效果图由建设单位提供

有一种情谊，跨越千里；有一种同

行，并肩逐梦。

当山与海“相遇”，会发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为这

一命题“解锁”新答案。

自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天

津与对口帮扶地区结对认亲、心手相牵，

拿出资金、选派人才、精准施策，举全市

之力，助力甘肃7市州、河北承德、新疆和

田、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等地区的50个结

对帮扶贫困县脱贫“摘帽”，335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东西部协作硕果

累累。

如今，山与海的“化学反应”还在持

续。天津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帮扶实践

走向深入，当地的产业更兴旺了，乡村更

美丽了，家家户户更富裕了……新的一

年，乡亲们正以崭新的面貌拥抱幸福小

康生活。

撬动特色产业 引来致富“活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杨崖集镇拥有

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种植气候条件和地理

位置，瞄准这一优势，天津投入488万元

专项资金，联合甘肃长征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当地建起中药材加工就业帮扶

车间，运用“企业+农户”订单保底收购模

式，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将“小草药”

做成“大产业”。

村民赵富忠颇有感触：“我以前在家

干农活，现在有了帮扶车间，农闲时就上

这儿来打工，一天能挣80元呢。”除了工

资收入，赵富忠种植的黄芪也有了固定

“买主”：“去年，我那10多亩黄芪，有药业

专员上门收购，进账4万多元。”村民陈国

仁说，他种了500多亩板蓝根，按照帮扶

车间的收购行情，一亩地折合2000多元。

如今，杨崖集镇年产中药材8000吨，

农业产值达2600万元。镇里越来越多的

农户走进帮扶车间，尝到了“甜头”，托起

了“致富梦”。

产业帮扶，就是让村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

在承德隆化县，天津帮助当地农民

走出一条发展水培蔬菜种植的新路，农

民变身产业工人，田间地头成了日光温

室。目前，水培蔬菜的销路辐射上海、

广州等多个地区，同时出口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随着项目规模逐年扩

大，预计还将安排县里农村剩余劳动力

260 余人。可喜的是，天津去年还将这

一项目成功复制推广到新疆和田策勒

县，建设适合南疆气候特点的新型蔬菜

种植园。

“天津因地制宜，制定助力脱贫地区

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坚持到

县财政资金50%以上用于支持发展畜养

殖、乡村旅游、科技大棚等特色产业。”市

合作交流办二级巡视员杨毅东介绍，近

年来，我市引导516家企业赴对口帮扶地

区投资超55亿元，总结推广天津食品集

团“五统一”肉羊全产业链经验，以及“致

富蜜”“摇钱树”等产业模式，实现每县建

设1个产业园、扶持1个重点产业、打造1

个特色产品。 （下转第二版）

在共筑小康梦的征程中，天津倾情

倾力。一路走来，饱含温度的政策接连

“出炉”、富民强村的产业落地生根、水

清路平的环境宜居宜业，日子好了，老

乡笑了……

采访中，好多位老乡都跟我说，他们

赶上了好时代，有人想着、有人帮着，有出

钱的、有出力的，还有出点子的，这让全村

有了盼头，大家伙儿有了奔向美好生活的

精气神。这种状态，从老乡们随口说的几

句话中便能略知一二：“有零花钱了，给自

个儿买了个口红。” （下转第二版）

■ 记者手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天津日报讯（记者 马晓冬）

今年前两个月，天津海关共签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原产地证书 400 份，涉

及出口货值1.2亿元；同期，天津

口岸进口 RCEP 项下享惠货物

货值超4亿元，可享受关税减让

超600万元。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的

产品以油墨、有机颜料为主，日

本是其重要市场之一。“RCEP

的实施，为我们进一步拓展日本

市场、提升订单量起到积极作

用。”企业工作人员纪翔介绍，去

年该公司出口日本货物总额为

2344.79万美元，如依此计算，在

RCEP 下今年预计可减免关税

4.69万美元。

在进口方面，不久前，天津

滨海机场海关为凯菲克汽车系

统（北京）有限公司进口自韩国

的一批电子控制器办理了通关

手 续 ，这 也 是 天 津 口 岸 首 票

RCEP 项下自韩国空运进口的

货物，货值为3.24 万美元，预计

可以享受比最惠国税率低4.5个

百分点的协定税率。企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公司的生产原料

主要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预

计今年可享关税减免 200 万元

以上。

此外，前两个月天津海关共

审核认定 RCEP 项下经核准出

口商 11 家，此类企业可自主签

发原产地声明在相关缔约方享

惠通关，无需向签证机构申领原

产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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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连昆）记者近日从滨海新区

政务服务办获悉，自2022年3月18日起，滨海新

区在全区范围内推行护士医师执业许可电子证

照审批部门和监管部门全面互认，申请人足不出

户即可在线办理相关业务，办理时限由现在的

50分钟压缩到5分钟以内。

同时，护士医师电子证照实现在新区范围内

通用，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民科微服务”公众号

随时展示其证件情况，监管部门也可通过手机二

维码即时查看电子证件的相关信息。此项举措

加强了护士医师电子证件的便利性和防伪性，杜

绝假证流通。

滨海新区简化护士医师执业许可审批流程

和推动电子证照审管两部门全面互认，是新区全

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

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天津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电子证照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推行医疗机构、医师、

护士电子证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体现。“今后新

区将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以提升企业群众感受度

为导向，强化审批改革力度，促进医疗资源信息

开放共享，推广电子证照在更多领域运用，让更

多办事企业群众享受更快捷高效的服务。”区政

务服务办党组书记李长洪表示。

新区实现护士医师执业
许可电子证照全面互认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创造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六中全会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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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西站
配套工程

全面开工

施工现场施工现场

效果图效果图

今日新区部分区域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于2022

年3月21日上午，在保税区(临港片区)、新
港街道（中部新城片区）、新河街道（部分片
区）、杭州道街道（部分片区）、汉沽街道（菜市
场、农贸市场）、寨上街道（菜市场、农贸市
场）、茶淀街道（菜市场、农贸市场）、大沽街道
（核心区域）、中新天津生态城（全
域）、经开区泰达街道（核心区域）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