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势聚能 滨海新区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 记者 张广艳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六个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挂牌落地 四个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重点推动

滨海新区城市更新为民生幸福“加码”
2
版

主管主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出版：《滨城时报》编辑部 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号：CN 12-0027 邮发代号：5-6 定价：1元第553期（总第6488期）今日8版

滨海新区 晴 20℃~27℃ 风力：4~5级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滨
海
发
布
微
信

滨
海
发
布
微
博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
壬寅年八月廿四

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5

投稿热线：65622926
报料热线：65622900

津
滨
海
客
户
端

责编：李刚 王瑞 陈青松 bhsbbj@126.com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

2 版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红色基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4 版

新河街道：细致服务暖人心
以更细致、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完善的措施，切实解

决居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操心事、烦心事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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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
物业担起责任了吗？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面向海洋的滨

海新区，开放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滨

海新区立足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全方位

开放格局，发挥天津自贸试验区、港口资

源等优势，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

重，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

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提升开放层次和水

平，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以开放胸襟做大“朋友圈”

这十年，滨海新区“走出去”步伐不

断加快，“朋友圈”越做越大。如今，中

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以下简称

“泰达合作区”）已成为中埃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欧班列架起对外贸

易新桥梁，天津港业务范围遍布“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近日，由东疆综保区企业天津华图

汽车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首批新能源二

手车出口车源启运，发往泰达合作区。此

次出口不仅丰富了东疆二手车“出海”目的

地，也迈出了东疆与泰达合作区“双区联

动”合作发展的步伐。“今后，东疆综保区及

泰达合作区将以双方较为成熟的优势领域

着力在两地打造国内国外二手车基地及

汽车零部件集散中心，延伸天津二手车

出口产业链条，带动天津名优产品出

口。”东疆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二手车“出海”，让扎根红海岸边的

泰达合作区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事

实上，作为中埃两国在战略对接、产能合

作、贸易投资等领域的重点合作项目，泰

达合作区正成为天津乃至全国企业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平台。截至

2022年6月底，泰达合作区共吸引134家

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14亿美元，累计

销售额超33亿美元，缴纳税费超2亿美

元，直接解决4000余人就业，产业带动约

5万人就业。

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天下

港口、津通世界”的天津港成为新区对外

开放的另一抹亮色。今年7月23日，“地

中海艾达2号”轮完成装卸任务缓缓驶离

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标志着天

津港“地中海东南亚航线”正式首航。这

是当月天津港开辟的第三条“一带一路”

及 RCEP 新航线。连续开辟新航线，加

密了天津港外贸航线网络，提升了天津

港东南亚近洋航线航班密度，也促进了

京津冀区域与RCEP成员国航运贸易交

流。“连续开通新航线，实现天津港同东

南亚各主要港口之间每天都有集装箱班

轮往来，并将天津到东南亚国家的海上

运输时间最少缩短至9天。”天津港股份

公司业务部航线开发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作为京津冀的海上门户和

我国“三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天津港

集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和

服务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枢纽港作用，

不断优化港口资源配置、提升港口作业

效率，同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下转第二版）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貌

■ 天津港集团充分发挥“一带一
路”海陆交汇点和服务全面对外开放的国
际枢纽港作用，不断优化港口资源配置、
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同世界上20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 今年以来天津口岸发运的中
欧班列突破500列，运送集装箱总量
超50000标箱，同比增幅均超过79%，
增幅居全国前列，并创天津口岸历史
新高

■ 截至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市
场主体累计近8万户，其中引进各类外
商投资企业 4000 家左右，注册资本
（金）近万亿元，已经成为天津外商投资
的重要聚集地

■ 2021年，滨海新区进出口总值
达607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7%，
占同期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70.9%，年
度进出口值首次突破6000亿元关口，
创历史新高

天津日报讯（记者 刘畅）在不久前

结束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贸会”）上，亚马逊云科技

宣布与天津经开区合作，在天津设立智

能制造数字化赋能中心，这是亚马逊云

科技在中国设立的首家专注于制造业的

数字化赋能中心。该中心将依托天津经

开区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资源，结合亚

马逊云科技专门构建的云服务、解决方

案和广泛的合作伙伴，赋能本土制造业

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助推天津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自从两年前天津经开区获批首批国

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以来，我市数字贸

易发展按下“快进键”。“经开区积极构建

数字经济场景，成功吸引了以亚马逊云

科技为代表的众多互联网专业服务和数

字创意领军企业落地，并与企业在数字

服贸领域、组建数联数创俱乐部等方面

展开深度合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能。”经开区贸发局局长邹方芳说。

“通过在天津实地走访调研，我们充

分了解了天津市、经开区的各产业发展

方向和政策、天津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

路径，与我们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和服

务赋能本地企业的目标理念一致。”亚马

逊云科技大中华区企业业务拓展总经理

凌琦认为，天津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和资源，形成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的智能科技产业新体系，这也是亚马逊

云科技所看重的。

近年来，天津在大数据、智能科技等

领域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呈现高质量发

展态势。2020 年 8 月，天津获批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试点期

限为3年。 （下转第二版）

经开区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场景 吸引互联网专业服务和数字创意领军企业落地

数字引领创新“天津服务”全球共享

经开区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场景，
成功吸引了以亚马逊云科技为代表的
众多互联网专业服务和数字创意领军
企业落地，并与企业在数字服贸领域、
组建数联数创俱乐部等方面展开深度
合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

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

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

长 6.6%，高于同期世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我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比2012年

提高 7.2 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 年，

我国人均 GDP 达 80976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12年增长69.7%，年均增长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

进展。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

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1.4万亿元，比2012年

实际增长74.3%。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高10个百分

点，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

形成。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1年，全国累计造林总

面积约5944万公顷。 （下转第二版）

天津日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我市出台

《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

的通知》，调整 2023 年居民医保筹资和待遇标

准，进一步巩固完善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制度，促进医疗保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进民

生保障福祉。

一方面，调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2023年，

我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高档为 980 元/人/

年、低档为 350 元/人/年，学生儿童按照低档缴

费，参照高档享受待遇。自2023年起，调整院校

学生缴费机制，我市各级各类院校新入学学生按

年度申报缴纳居民医保费；按照我市有关规定领

取生活补助费的城乡老年人自愿选择缴费档次

参加居民医保。同步调整财政补助标准，2022

年低档为 610 元/人/年、高档为 1100 元/人/年；

对持天津市居住证参加我市居民医保的人员，按

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 （下转第二版）

天津日报讯（记者 陈璠）9月16日，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人

社局、市税务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保监

局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

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从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支持改善

性住房需求、完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业

健康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十二条具体举措。

在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方面，《通知》提出两条

举措。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落实本市关于

保障性租赁住房土地、金融、财税、公共服务等配

套支持政策，支持新建、改建、盘活租赁住房，加

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促进供需适

配。发展长租房市场，引导住房租赁企业结合市

场需求扩大房源供给，稳定住房租金水平，满足

多元化的住房需求。

支持新市民合理购房需求，非本市户籍且在

本市就业的新市民、大学毕业生，持连续6个月

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可在本市购买1

套住房，滨海新区仍执行原购房套数政策。

（下转第二版）

我市七部门联合发布
房地产调控新政

近十年我国GDP
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

2023年我市居民医保
筹资和待遇标准调整

遮挡车号牌上路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三河岛畔
海鸥群集

记者近日在滨海新区彩虹桥下看到记者近日在滨海新区彩虹桥下看到，，连接永定新河南岸和三河岛的木栈连接永定新河南岸和三河岛的木栈

桥上桥上，，从桥头到桥尾从桥头到桥尾，，密密麻麻的海鸥排着长队在围栏上憩息密密麻麻的海鸥排着长队在围栏上憩息，，动作整齐划动作整齐划

一一，，场面蔚为壮观场面蔚为壮观。。白色的海鸥在永定新河河面上形成了一条靓丽风景线白色的海鸥在永定新河河面上形成了一条靓丽风景线。。

据了解据了解，，滨海新区三河岛因地处永定新河滨海新区三河岛因地处永定新河、、潮白新河潮白新河、、蓟运河交汇入海处蓟运河交汇入海处

而得名而得名。。该岛南临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该岛南临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北望中新天津生态城北望中新天津生态城，，岛上植被茂岛上植被茂

密密，，并栖息着多种鸟类并栖息着多种鸟类，，是滨海新区不可多得的生态岛屿是滨海新区不可多得的生态岛屿。。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成群的海鸥在围栏上憩息成群的海鸥在围栏上憩息

三河岛植被茂密三河岛植被茂密、、风景宜人风景宜人

六个片区挂牌落地 塘沽南站、保税区
海港片区、大港街道迎宾街以东、杭州道
街道建材路、经开区时尚广场、永正制衣

四个片区重点推动 杭州道街道洋货
市场、胡家园街道华北陶瓷、大沽化、中
海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