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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雷阵雨 25℃~33℃ 风力：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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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关于有序恢复
开放密闭场所的通告

盛夏的滨城，花团锦簇，欣欣向荣。

一个个重大项目开工动建、竣工投产，为

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区新增谋划储备

项目537个，总投资7389亿元；开工项目

126个，总投资1028亿元；竣工投产项目

64个，总投资524亿元。截至目前，全区

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共计530

个，总投资规模6864亿元。上半年，新区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势头，其中第二

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

坚持项目为王
赋能“制造强区”战略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

年以来，滨海新区坚持把抓项目作为稳

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方式，年初启动了

新区重大项目谋划攻坚战，依托新区区

位和产业资源优势，聚焦重大战略，围绕

重点领域，科学谋划一批全局性、引领性

的重点项目，努力形成“储备一批、开工

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新春伊始，备受瞩目的中国石化

天津南港乙烯项目土建工程在经开区

南港工业区开工，标志着中国石化集

团“十四五”期间在南港投资建设的天

津南港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迈入全新

建设阶段；年产 7GW 高效叠瓦太阳能

电池组件项目、津航高性能与控制核心

模块类产品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等相

继开工动建；腾讯天津高新云数据中心、

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联想创新产业

园（天津）项目正快速推进建设；在经开

区逸仙科学工业园内，金山云（天津）

逸仙园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建设

完成并顺利投入运营；在天津港保税

区，霍尼韦尔过程控制（中国）运营中

心和创新研发中心项目进入试运行阶

段……新区击鼓催征，一路高歌猛进，

持续扩大开工规模、推进项目投产。这

些项目将进一步串联补强新区优势产业

链条，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结合，引导产业

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促进培育大产业、打

造新集群。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昨日从区

商务和投促局获悉，2022 年上半年，天

津口岸共清关平行进口汽车近 1.96 万

辆，货值超过176.4亿元，占全国的七成

以上，平行进口汽车销售常态化恢复形

势良好。

平行进口汽车是天津口岸的“特色

名片”，也是滨海新区的产业亮点之一。

自 2015 年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汽车平

行进口试点正式获得商务部批复以来，

滨海新区多举措推动平行进口汽车行

业有序规范发展，进一步树立了滨海新

区平行进口汽车销售集散地品牌形

象。今年以来，新区继续保持平行进口

汽车全国龙头地位，积极推动天津口岸

国六平行进口汽车进口工作，不断完善

平行进口汽车管理服务平台功能，将平

台监管与试点考核相结合，进一步提升

行业管理服务水平，及时准确掌握汽车

全流程进口信息，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下转第三版）

滨海新区保持平行进口汽车全国龙头地位

上半年天津口岸平行进口汽车清关货值占全国七成以上

8月5日，由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主

办、中钢恒兴国际货运（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的第八届天矿钢铁产业链交流会在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举行。钢铁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行业专家等数十位代表参

与了此次交流会，共议钢铁关联产业链

发展。活动中，天矿货运平台、安阳红岩

铁合金有限公司、天津物贸有限公司、江

苏阿利斯特矿产有限公司等4家钢铁产

业链企业签约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天矿钢铁产业链创新联合体也在此

次活动中正式揭牌。

构建钢铁产业生态

记者了解到，此次落户的天矿货运

平台是依托中科院“位置服务”相关成果

转化的新型技术企业。企业瞄准大宗商

品货运领域的“运输安全”“成本管控”

“供应链条”“精细管理”等核心问题，通

过智能检测、授时定位、地名地址、路径

规划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落地，让大

宗商品运输无后顾之忧，提升货物流转

效率，进而切实用科技支撑国家实体经

济发展。“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为企业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未来，企业将在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实体化办公，持续

加强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共同成长壮大。”企业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下转第三版）

据新华社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 5 日发布的

2022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

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

1691 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

为1.9%，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

表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展现出较强

的韧性。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达

3207亿美元，增长36%，为历年同期最高值。其

中，货物出口164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进口

1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8%。

2022年上半年，服务贸易逆差378亿美元，

同比下降30%。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顺差9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这表明服务业

数字化转型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王春英说。

跨境投资方面，2022年上半年，直接投资净

流入 749 亿美元。其中，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

149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747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我国国

际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高喆）日前，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新区

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洪茹，

副主任武广华、张国盛参加。副区长陈波陪同。

视察组一行首先来到经开区西区古海岸廊

道，详细了解修整坑塘水体、规划景观栈道、推进

环境建设取得的成效；在绿色生态屏障高新区

段，代表们认真听取了区政府相关部门和建设单

位关于全区绿色生态屏障规划建设情况的汇报，

实地查看了生态屏障造林绿化工程。代表们被

一幅幅“大绿、大水，水系相通、道路相连”的美丽

生态画卷所震撼，为新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而深感自豪。

代表们认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新区的扎实落实，是市委、市政

府“871”重大生态工程的重要建设内容。区委、

区政府重视程度高，全区上下投入力度大、建设

速度快，高标准完成了造林绿化、拆迁与生态修

复、水生态环境治理、道路交通、农田改造提升等

重点工程，“大绿、自然、生态、野趣”的效果充分

展现。 （下转第二版）

区人大代表专题视察
新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王洪茹参加

时报讯（记者 张伯妍）8月5日，记者从位于

滨海新区的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工程建设中心

获悉，随着脐带缆终端通过“东方海工01”船尾

入水桥顺利下水，渤海油田首条国产脐带缆圆满

完成海上铺设。

“在海洋油气开采水下生产领域，如果把海

底设备比喻成‘水下宝宝’、把上部控制平台比喻

成‘母体’，那么脐带缆就是连接‘水下宝宝’和

‘母体’的生命通道，承担着为整个水下生产系统

提供动力电源、光电液控制及化学药剂注入等诸

多功能，在水下生产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该项目经理沈留兵介绍道，“相比单独采办

铺设光缆、电缆、液压管线等，铺设脐带缆不仅能

够降低成本，还大大减少了海上施工的工作量，

缩短了施工周期。”

据了解，此次铺设的脐带缆由中国海油天津

分公司联合国内厂家开展技术攻关，突破了卧式

成缆线芯位置分布、连续成缆单元续接等多项关

键技术难题，并在国内首次由潜水员实施安装，积

累了宝贵的设计、制造和安装经验。（下转第三版）

渤海油田首条国产脐带缆
圆 满 完 成 海 上 铺 设

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
顺差达1691亿美元“项目为王”推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滨城126个项目开工 总投资1028亿元
■ 记者 赵贤钰 报道

企业专家齐聚滨城 共议钢铁关联产业链发展

4家钢铁产业链企业签约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 记者 王梓 报道

■ 天矿货运平台、安阳红岩铁合金
有限公司、天津物贸有限公司、江苏阿利
斯特矿产有限公司等4家钢铁产业链企
业签约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 各方围绕钢铁产业链企业面临
的共性痛点、难点、重点问题组建天矿钢
铁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将进一步推动钢
铁企业、冶金技术和新材料研究机构、供
应链管理平台、商业保理企业紧紧凝聚
在一起抱团取暖

2022年上半年，天津口岸共清关
平行进口汽车近1.96万辆，货值超过
176.4亿元，占全国的七成以上

■ 今年上半年，新区新增谋划储备项目537个，总投资7389亿元；开工
项目126个，总投资1028亿元；竣工投产项目64个，总投资524亿元。截至
目前，全区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共计530个，总投资规模6864亿
元。上半年，新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势头，其中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10.2%

■ 围绕市民关注的美丽“滨城”建设“十大工程”，今年，滨海新区共安
排160个项目，计划完成投资434亿元，包括轨道交通、双港集疏运、城市交
通、城市更新改造、新型城镇化、社会事业、市政配套、生态环境、文旅商业、
新型基础设施等工程

滨城海蜇

保税区国际汽车城保税区国际汽车城 记者记者 王鼎鑫王鼎鑫 摄摄

援建学校 扶持产业 培训技能

东疆牵手尖扎 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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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合力推进教育帮扶

■ 以产业扶持带动当地发展

■ 将党员课堂搬进尖扎

喜获丰收

单个重15-30公斤！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捕捞海蜇的

最佳时机。近日，记者从寨上街道长

芦汉沽盐场水产养殖基地获悉，这里

的人工养殖海蜇迎来收获季，捕捞的

单个海蜇最小的重达 15 公斤，最大

的达到30公斤。

清晨时分，海蜇们在水中拖着硕

大的粉红色盖子，摇曳着身姿，悠闲自

在，到处觅食。捕捞工人们驾驶小船，

开到水面中央，将海蜇驱赶到渔网中，

收网装桶运到岸边。在岸边，机械臂

将刚刚捕获的海蜇吊运到地面，然后

初加工、装桶、上车，一系列流程快速

完成。现场工作高效迅速、有条不紊，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文/记者 刘芸 图/记者 梁洪东 捕捞工人满载而归捕捞工人满载而归
岸边摆满了海蜇桶岸边摆满了海蜇桶

新区年内给千部
老旧小区电梯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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