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走进塘沽街道，对话塘沽街

道党工委书记王善，畅谈实现“首

善之街”焕发新生机的新构想。

记者：塘沽街道坐落于滨海新

区核心区域，未来，将如何利用自身

区位优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王善：载体匮乏制约着街域

经济发展。我们将“盘活闲置资

产攻坚战”作为发展街域经济的

重要抓手，下大力气盘活国有和

民营闲置楼宇，打造新区首家双

百孵化基地，将其作为中小企业

升级的重要阵地，作为产业链价

值提升的重要源头和补齐产业链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助推街域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围绕企业成长需求，从资金、

管理、服务等多方面为在孵企业

提供组合拳式全方位服务。

记者：今年塘沽街道在招商

引资方面将有哪些新亮点？

王善：我们围绕产业布局，编

制了产业招商地图，狠抓全员招

商、以商招商、协同招商和产业链

招商，形成项目招引、开工、储备、

谋划的无缝衔接、良性循环。一

是全员招，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双

挂帅”工作机制，成立招商“实训

班”，整合有招商兴趣、有招商资

源、有招商能力的“三有”人才，大

力掀起招商热潮。二是协同招，

充分发挥与保税区结对帮扶的优

势，大力发展“飞地经济”。三是

客商招，建立“客商库”和商会共

享平台，将商会理事会、企业家、

中介（投资人）等社会力量作为招

商力量的有益补充。今年，我们

还将策划开展系列联谊活动，调

动企业家在塘沽街道创业发展的

热情和动力。四是链条招，制定

产业链招商目录，全力扶引龙头

企业，孵化、培育产业链条，以“龙

头—链条—集群”的产业发展模

式，推动多条产业链加快成长。

记者：在社会治理、民生保障

等方面，塘沽街道又将有哪些重

要举措呢？

王善：今年，我们将推动治理

理念、治理手段、治理模式创新。

一是“体贴入微”为群众办实事。开

展好“微实事广场”“民情夜访”等

“我为群众办实事”品牌活动，送服

务到百姓家门口。二是“望闻问切”

为基层办实事。对标先进，加快智

慧社区建设。实施“城市更新”专项

行动，打造 15 分钟便民生活服务

圈，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三是

关注特殊群体，兜住保障底线。承

接好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积极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挥慈善助推

作用。整合政府和社会各类为老服

务资源，依托社区进一步完善嵌入

式养老服务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

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服务质

效。同时畅通残疾人维权通道，

写好关爱帮扶困难边缘群体的塘

沽街道温情故事。

“首善之街”焕发新生机

对话街镇“一把手”街镇名片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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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开创新局面！刚刚闭幕的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和总体要求，描绘了天津

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大会提出“构建双城互动、新区带

动、各区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等新部署，对“滨城”提出

新要求，寄予新期待。新目标催人奋进，新征程鼓舞人

心。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滨海

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可喜成就，特别是新时代美丽“滨城”建

设、街镇经济发展丰硕成果，今起，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推

出系列报道，聚焦街镇经济、基层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

兴、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动态、发展成效与未来规划，真实

记录、报道传播美丽“滨城”、活力街镇发展巨变以及“滨

城”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

今日报道焕发新生机的塘沽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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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时代 高度新 新塘沽街道:

塘沽街道生产、生活型服

务业蓬勃发展，以金融服务、贸

易物流、科技研发、消费产业为

优势产业，重点发展总部经济、

结算中心、低碳经济、科技服

务。辖区现有各类企业633家，

其中科技型企业 7 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5 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2家），“四上”企业44

家（工业 1 家、商业 19 家、服务

业24家）。

经过多年的发展，塘沽街

道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紫云园社区）”国家级

荣誉1项、“天津市节约型公共

机构示范单位”等市级荣誉 23

项，并打造了多个“首创”，如首

家“民情夜访”为民服务品牌、首

家少先队特色品牌“滨塘葫芦”

以及首家采用无线模式传输数

据的智慧社区等。

项目作引擎，发展后劲足。近

年来，塘沽街道将项目建设作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

和强引擎，树牢“一切为了项目、

一切服务项目”理念，坚持“善谋

者行远、实干者乃成”的工作作

风，以实干为笔，以奋斗为墨，努

力在项目谋划、项目招引、优化服

务上实现新跨越，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坚持项目为王
凝聚发展新动能

重点项目建设是撬动经济发

展的“金杠杆”，是牵动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近年来，塘沽街道始终

坚持“项目为王”理念，通过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强化项目储备和提升

服务企业能力等方面工作，为街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近日，由嘉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邦集团”）投资的汽

车贸易、供应链结算中心项目正式

落户塘沽街道。嘉邦集团是一家

以汽车贸易、金融结算中心为主导

产业的公司。主要经营平行进口

车进口、国产汽车出口、二手车出

口贸易，产业配套下设供应链管理

公司、汽车销售公司、科技有限公

司、物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物业

资产管理公司、供应链管理公司和

汽车贸易进出口结算中心等。该

项目预计第一年贸易结算额50亿

元左右，纳税总额3500万元左右，

解决就业岗位110余个。

优质项目顺利落户，离不开一

流营商环境的支撑。从嘉邦集团

开始有投资意向，到项目选址、注

册，再到解决员工住宿等，塘沽街

道安排专人进行全程保姆式服

务。由于投资人身在外地，很多事

项都是由塘沽街道招商人员代办，

一系列专业、贴心的服务，帮助企

业扫清了项目落地的障碍，也给投

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来到塘沽街道百企孵

化基地找朋友，街道招商人员了解

到我有投资意向，就耐心地向我讲

解优惠政策以及在这里经营平行

进口车贸易的区位优势。经过多

次沟通，最终我在上海、杭州、天津

三个目标城市中选择了天津。”该

项目投资人胡宪宝说，目前，公司

正在紧锣密鼓地招聘工作人员，近

期将正式营业。

据统计，今年以来，塘沽街道

新增市场主体170家，对接项目100

余次，在谈项目25个，落地项目20

个（飞地项目7个），签约项目3个，

储备项目44个，覆盖城市更新、夜

间经济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金融

服务、贸易物流、科技研发、消费产

业4大街域优势产业。

腾笼换鸟
赋能产业蝶变升级
塘沽街道地域狭小，一直以

来，土地资源、招商载体匮乏是制

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无地招商”的

新课题下，“腾笼换鸟”是高质量的

解决方案。

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塘沽街道

深化与各开发区、政府部门间的合

作，盘活国有闲置资产和民营闲置

楼宇，利用国税局的共建资源，打

造百企孵化器和百亿商贸楼宇招

商阵地，两处总面积约为1500平方

米，分为主孵楼宇和副孵楼宇，主

楼宇主要用于孵化科技型、金融

类、贸易类企业和企业结算中心、

供应链结算中心等，打造直播孵化

基地、宣传阵地；副楼宇主要用于

孵化现代服务业、物流服务、劳务、

建筑安装等类型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用百家企业

孵化百亿产值，通过为企业提供

楼宇注册地址、公共区域办公环

境以及金融结算、科技认定、政策

咨询等服务来实现企业产值最大

化，从而使塘沽街道整体经济良

性快速发展。”塘沽街道经济发展

办公室负责人王晓峰介绍，目前，

已有 31 家企业入驻孵化器，预计

年内孵化企业 100 家，注册资金

10 亿元，实缴 3 亿元，产值 100 亿

元，税收5000万元。

打好组合拳
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
招商引资是街镇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塘沽街道将招商引资

作为头号工程，掀起全员招商热潮，

成立招商工作专班，采用精准招商、

延链招商、以商招商等多元化方式，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大突破。

今年初，塘沽街道建立全员招

商机制，主要负责人作为“急先锋”，

相关部门作为“指挥站”，全体街道

干部作为“战斗员”，每一个科员都

是招商大员，每一个科室都是招商

专班，分别攻坚不同的产业。塘沽

街道主要负责人同招商专班一道走

访企业、考察项目，形成项目招引、

开工、储备、谋划的无缝衔接、良性

循环。塘沽街道还举办首期招商引

资实训班，让有能力、有想法、有资

源的同志投入招商工作，覆盖22个

科室、12个社区，共39人。

益康堂中医门诊部就是由招

商引资实训班成员、塘沽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队长李响牵线搭桥引进

的项目。“街道调动多方资源，邀请

银行、税务等相关专业人员对招商

引资实训班成员进行培训，让我们

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同时也强化

了招商意识，所以在平时的工作和

生活中，我们都会格外留意这些投

资意向。”李响介绍。

据介绍，益康堂中医门诊部属

于杏德堂医疗旗下的民营医疗机

构，开设有中医儿科、中医外科、中

医妇科、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中

医康复医学专业、外科和口腔科等9

个科室，并设有化验室、B 超影像

室、DR、CT等医学影像辅助科室。

项目注册资金3000万元，实缴资金

3000万元，目前已建成投入试营业。

塘沽街道人口密度大、老龄人

口多，居民的医疗需求较大。益康

堂中医门诊部的落地，满足了居民

群众的就医需求，让百姓切实感受

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在项

目引入过程中，塘沽街道靠前服务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也让投资者感

受到了温暖，从而有了继续追加投

资的想法。

“塘沽街道是真心真意为投资

者解难题、办实事。”益康堂中医门

诊部院长王俊介绍，项目从选址到

试运营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每到

这些关键时刻，塘沽街道工作人员

总是及时出现，为企业发展保驾护

航，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在塘沽街道

投资的信心。

“我们计划再投资两家企业，

一家上游的科技公司，负责研发，

一家是医疗器械公司，负责下游的

生产、销售。”王俊表示，在塘沽街

道投资干企业，让他感觉很踏实。

在塘沽街道馨苑社区，提到

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老

年人都赞不绝口。很多老人认

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的出

现，为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

6 月 15 日 11:30，家住馨苑社

区朝阳新村小区的杨大娘准时来

到馨苑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

心，领取自己提前预订的“助老

餐”，16 元一份的午餐，享受政府

补贴后，自己仅需担负 13 元。“我

是日间照料中心的‘铁杆粉丝’，

没有他们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93岁高龄的杨大娘说。

早在 1996 年，杨大娘的老伴

儿就去世了，留下她和残疾的儿

子相依为命。近年来，随着年龄

增长，做饭对她来说成了一件难

事。“自从有了日间照料中心，解

决了我的大问题。”在杨大娘看

来，老人家食堂做的饭很符合她

的口味，“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

细搭配，都是为老年人量身烹制

的营养餐。”

近年来，塘沽街道秉持“全面

放开、多元供给、统一标准”的理

念，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目前，街道已与4家第

三方养老企业开展合作共建，建

设社会化运营的社区老年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 7 家、托老所 1 家、老

人家食堂10家。

这些养老服务机构还是老人

们的精神家园。2019 年，退休后

心情消沉的张金凤在邻居的推荐

下来到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

心。“有唱歌的、跳舞的、演奏乐器

的，都是一些志趣相投的老伙伴

凑在一起，感觉大家很开心。”张

金凤还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以

老助老”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区里

的高龄老人。

随着塘沽街道提出并实施多

项普惠性养老举措，各养老机构

与街道、社区关系日益密切，协助

开展多种爱老敬老助老系列活

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参与

并享受到文化盛宴。

养老变“享老”幸福来敲门

幸福蝶变·我们见证

新塘沽，新生机。

在塘沽街道采访的过程中，

记者深深感受到了两个字：活

力。招商引资一线，领导带头、

全员上阵；百企孵化基地内，创

新创业气氛热火朝天；重点项目

上，政企携手，全速推进……这

些都在源源不断地为塘沽街道

带来真金白银。

提起“老塘沽”的经济发展

状况，大家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传统的第二产业。殊不知，如今

的塘沽街道已华丽转身，在这

里，健康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和

科技产业正在逐渐集聚。在变

与不变中，塘沽街道正逐步实现

着自身的蝶变。

新时代悄然开启塘沽街道

高质量发展的新序曲，相信乘着

今年党的二十大的东风，塘沽街

道的明天必将更美好，让我们静

待花开结果丰收时。

唱响项目为王主旋律
铸就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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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智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塘沽街道地处天津市滨
海新区核心区域，是滨海新区
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面积约
3.36平方公里，下辖12个社
区居委会、40个自然小区，常
住户数25201户，常住人口约
6.2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塘沽
街道在建设“首善之街”，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
篇章。

位于新城家园位于新城家园3838号楼号楼1515单元底商的塘沽街道百企孵化基地可为入单元底商的塘沽街道百企孵化基地可为入
驻企业量身定制多方面个性化服务驻企业量身定制多方面个性化服务

▲塘沽街道部分区域塘沽街道部分区域
塘沽街道供图

益康堂中医门诊部投入试运营益康堂中医门诊部投入试运营

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多彩活动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多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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