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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在《大公报》创

刊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全体员工表

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

《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

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

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

《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

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

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下转第二版）

在天津的经济版图中，石化产业占据

着“压舱石”的位置。“十四五”期间，瞄准

世界一流绿色化工新材料基地的发展定

位，我市启动实施绿色石化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围绕龙头企业，继续延伸

上下游产业链。基于此，如何让产业链更

长、体系更完善、技术更先进、贡献更突

出，成为天津市石化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

道路通则百业兴。一条路，融贯交

通，承载发展；一条路，产城相依，绘就

蓝图。

前不久，我市将南港工业区先期开

发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新石化大道”，

连通津石高速、天津主城区及雄安新区，

成为串连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动

脉”。这条路是天津与中国石化一道，续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重要象征；是天

津着力打造石化产业链的基础保障；是

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全面融入天津

经济建设的有力见证。

企地共建 扎根天津

这条烙印着“石化”基因的道路，可

谓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新”有新的使

命、新的期望。

“新石化大道”作为城市Ⅰ级主干

路，总长9.43千米，是南港工业区集疏运

体系的重要节点。南港工业区地处渤海

湾中心、京津冀核心区，作为我市未来石

化产业发展的唯一承载地，《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给予南港工业区建

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的定位。从

盐碱荒滩到九通一平，从屈指可数到项

目林立，南港工业区如今已构筑起上下

游项目互为支撑、耦合联动的发展格

局。聚焦这一优势，中国石化将南港工

业区作为北方最重要的石化基地，带动

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商储库、催

化剂新材料生产基地、海上光伏、润滑油

特种油脂和中沙石化聚碳酸酯等项目纷

至沓来。

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代表、党委书

记王百森表示：“‘新石化大道’的‘诞生’

是天津与中国石化良好合作的具体体

现，彰显了天津集聚央企的能力和中国

石化扎根天津的信心。路名中的这个

‘新’字，蕴含着我们共同的期望，让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在天津落地生根、枝

繁叶茂。”

“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计划在天

津投资超过700亿元，选定南港工业区，

以南港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

料产业集群项目为龙头，推动传统石化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2021 年，南港乙烯项目落地获批，

南港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启动。

王百森说：“基于这一背景，在南港工业

区落地、延伸的‘新石化大道’意义深

远、责任重大，它将给南港乙烯项目建

设提供便利条件，成为南港工业区联络

津石高速、通达天津主城区和雄安新区

最便捷的线路。”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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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新石化大道“链”起千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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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通讯员 张利
波 李芳华）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

浇筑完成，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天

津耀华中学滨城学校工程地下结构主体

顺利完工，较计划工期提前20天。

据了解，该校位于经开区于家堡半

岛新金融大道以东，地下结构包括地下

车库、设备用房和人防工程等，建筑面积

约3320平方米。据介绍，该项目因作业

部位紧邻海河，距河岸线直线距离仅

400 余米，属于在海河冲淤地带大面积

下挖且需要对地块内填埋建筑垃圾进行

掏空处理的深基坑作业，因此施工难度

较大。自去年12月31日开工建设以来，

中铁十六局项目团队在严格做好进场人

员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科学组织施工，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了工程一次成优、主

体提前竣工。

耀华中学滨城学校工程是滨海新区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打造“津”

“滨”双城发展格局、补齐滨海新区社会

事业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学校建成

后，将与周边重点中小学校协同发展，构

成经开区于家堡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体

系，促进美丽“滨城”提升城市价值，实现

高质量发展。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近日，

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斯芬克司”）医药外包服务基

地项目启动仪式在经开区隆重举行。项

目建成达产后，将极大满足国内创新药和

高附加值中间体的CDMO需求，为行业

内客户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和全周期保障。

据了解，斯芬克司医药外包服务基

地项目位于经开区东区，占地面积约为

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

将建设集研发、生产功能于一体的斯芬

克司总部大楼。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底完

成总部大楼的主体建设，2023年5月建

成投入使用。届时，斯芬克司将从目前

的办公地整体搬迁进入总部大楼，并大

幅增加科技研发投入，专业研发人员队

伍将从50余人增加至400余人，以满足

公司迅速增长的技术创新需求。

据介绍，斯芬克司自2012年以来一

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获得

27项发明专利，并出色完成了近3000个

研发项目，其中有30多个项目已进入临

床后期阶段，部分项目业已实现商业化

生产。公司于2021年获得中国CDMO

行业20强企业荣誉称号，并实现销售订

单额突破1亿元的目标。

耀华中学滨城学校地下结构主体完工
较计划工期提前20天

斯芬克司医药外包服务基地项目启建
预计2023年5月建成投用

天津日报讯（记者 李国惠）“这

批货物是海关部门通过执法联动机

制刚刚移送过来的，涉嫌船载危险货

物瞒报和夹带，一旦交付运输，会对

船舶航行安全和公众健康构成潜在

威胁。”近日，烈日炎炎下的集装箱堆

场，海事执法人员在海关部门的配合

下，正对标的箱进行开箱查验取证。

北疆海事局“津港紫薇花”女子

查验团队队长贾蕊说：“依托‘津港先

锋’党建联盟平台，成员单位加大了

信息共享频次、缩短了案件协作处置

流程，实现了‘联合会审’‘集中查

处’，截至目前，仅海事海关两家之间

移送的涉及危险货物案件就达18起，

都得到有效查处，标的货物累计千万

元，极大震慑了违法行为，有效助力

平安港区建设。”

据悉，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指导

下，天津港口区域的9家市级机关基

层党组织于 2021 年成立了“津港先

锋”党建联盟，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以党建促融合，合力服务港

口、服务企业。

“联盟成立一年来，不仅打破了

各部门间的壁垒，形成更强的工作合

力，还叠加了职能资源，拓展融合载

体，把党建激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

好中心工作的强劲动力，实现了‘1×

9>9’的效果。”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工委牵头定期邀请港

航企业参加“问需企业解难题”调研

座谈会，有效推动北疆海事局通过为

天津港轮驳公司量身定制《船舶最低

安全配员证书》每年帮助企业节约成

本200多万元，东港边检站着眼解决

天津港 C 段码头建设难题和业务诉

求设计研发“移动式船舶梯口监控系

统”和“网格化管理 APP”，有效降低

企业成本。 （下转第三版）

据新华社电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表

示，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是提高脱贫

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实现更加

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将为脱贫家庭

实现就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下坚实

基础，为扩大乡村人才供给、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刘焕鑫是在近日举行的“雨露计划+”就业

促进行动启动仪式上作出的上述表述。

“雨露计划”作为一项为曾经的贫困家庭量

身打造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在脱贫攻坚期间，

累计惠及800多万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带动

1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刘焕鑫介绍，这次启动实施的“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行动，将帮扶对象由脱贫家庭

扩展到了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

将支持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伸到了就业帮

扶环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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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促进行动

6月12日18时，天津援沪医疗队员经过14天医学观察和

休整后，解除隔离，回家归队。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美居酒店，

记者看到援沪医疗队员的同事和家人们捧着鲜花提前在酒

店门口迎接，并在横幅上写下了对抗疫“逆行者”最崇高的敬

意。医疗队员走出酒店后，迎来同事和家人的热烈拥抱。队

员们纷纷表示，能回家与家人团聚感到非常开心，但抗疫战

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重返工作岗位后将发挥援沪精神，以更

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保卫战。

记者 贾成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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