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六部门联合制定“债到即开工”方
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专项债券项目
实现快开工早开工

■

首创“产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平台经济集中登记”模式■

推出“四证联发”新模式■

着力推进“一件事”改革■

构建泛在政务服务体系

■

“关地联合”提升通关便利度■

“泰e办”集成指尖服务■

“智能终端”实现智能交互■

“政策找企”实现精准服务■

构建“智慧环保法规库”

▲
营商环境▲
商事登记▲

项目建设▲

服务优化▲

智慧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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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先后推出三批153项

◎ 近期将实施第四批26项

◎ 立足企业实际需要，涵盖物

流运输、企业相关资质办理等

内容

“同事同标”事项推出1010项举措

小马杓沽村“隋珠”草莓抢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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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公安局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区公安新篇章

■ 打造宣讲阵地 营造学习氛围

■ 深化体制改革 提升警务服务

■ 升级政务服务 强化科技赋能

2
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11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

迪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刚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传统友谊不断深化。

（下转第二版）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互致贺电

11 月 24 日，北京经开区主办的京

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创新高峰论坛拉开帷幕。本次论坛上，

天津经开区共发布十项“含金量”十足

的政务服务改革举措及相关场景案

例。这些创新举措已成为天津经开区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区域

营商环境的代表。

据了解，这是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 2021

年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高峰论坛。本

次论坛秉持开放共享原则，共话深化

“放管服”改革创新举措，共享优化营

商环境先进经验做法，共商优化营商环

境高质量发展大计，共谋构建一体化发

展、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推动京津冀国

家级经开区成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的新标杆。

再添26项“同事同标”事项

记者在本次论坛上获悉，目前，北

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已先后推出三批

153 项事项名称、办理标准、申请材料、

办理时间相统一的“同事同标”事项，在

此基础上将于近期实施第四批26项“同

事同标”事项，在三地自由贸易试验区

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

“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前三批153项

‘同事同标’事项的基础上，共同推出242

项企业群众高频办理的跨省通办事项，

在京津冀三地经开区实现全程网办、异

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一体化发展格局

构建总体呈现出合作共赢、欣欣向荣的

新局面。”天津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围绕疫情防控期间保供

应链产业链稳定需求，京津冀三地审批

部门共同推出第四批26项“同事同标”事

项。这些事项立足企业实际需要，涵盖

物流运输、企业相关资质办理等内容。

据介绍，三地审批部门将通过人员

培训、系统对接，尽快让京津冀三地经开

区企业享受到这些事项异地通办带来的

便捷，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在京津冀之

间自由流动。 （下转第三版）

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举办首场高峰论坛

“含金量”十足 天津经开区发布十项政务服务改革举措
■ 记者 王梓 报道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通讯

员 杨涛）日前，经天津南疆海关

审核放行，“地中海蕾妮”国际班

轮以每小时 462 自然箱的在泊

船时效率，完成包括1万个沿海

调运空箱在内共计 13870 个集

装箱的装卸作业，同时创下天津

海关境内沿海港口空箱调运业

务单船集装箱箱量最大和“地中

海西非线”全球作业效率最高两

项纪录。

据了解，沿海空箱调运业务

是指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某港口

的剩余空箱调运至空箱不足的

港口以供使用，用于化解货源不

平衡及各航线货物流向不平衡

等导致的各港口空箱数量不平

衡问题。

“这批申请调运的空箱数量

是前所未有的，是平时的20~30

倍，客户对于能否顺利完成调运

也没把握。多亏有海关的专业

指导，为我们及时验放这批空

箱，解决了客户两港箱量不平衡的难题。”中国天

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班轮部经理王琦说。

集装箱运输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空箱资源统筹配置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为此，天津海关立足监管职能，精准

对接口岸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监管模式，助力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最大限度缓解企业

“用箱难”问题。今年1—10月，天津南疆海关共

监管入境船舶超2900艘次，处理沿海空箱调运

业务超8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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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汉沽街道小马杓沽村草莓

种植基地看到，草莓大棚里绿意盎然，草莓

长势喜人，吸引着游客前来采摘。这些色泽

鲜艳、酸甜可口的小红果子不仅带来了今冬

第一口清甜味道，还映红了村民的好日子，

铺展开一幅幅丰收“莓”景。

据介绍，汉沽街道是本市草莓种植规模

最大的农业观光基地，草莓已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一大特色产业。日前上市的品

种叫“隋珠”，比市面上常见的草莓品种抢先

一个半月上市，经济效益较高，可有效助力

村民增收。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我国人均海水产品
占有量达 24公斤

据新华社电 2021 年我国人均海水产品占

有量达到24公斤，海洋经济的民生保障与生活

改善能力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24日发布《2022中国海

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1年我国海洋经济稳

中向好，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人均海水产

品占有量首次达到24公斤，海水产品为人民群

众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

指数显示，2021年全国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

是2015年的1.5倍，海洋渔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2021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2015年翻一番，

海洋新兴产业动能积蓄增强。近6年来，我国海

洋制造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三

成左右，实体经济根基进一步夯实。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旨在综合评估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状况，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

设定为100。今年是该指数第七次发布。

◎ 天津海关境内沿海港口空
箱调运业务单船集装箱箱
量最大

◎“地中海西非线”全球作业
效率最高

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滨城”样板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评论员

■ 在泊船时
效率每小时
462自然箱

■ 完成13870
个集装箱的装
卸作业

创下两项纪录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详细阐述了

党的中心任务及其内涵和本质要求，指明

了今后发展的目标方向。中国式现代化

是党的二十大的“精神之干”，滨海新区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抓住中

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干”，聚焦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滨城”实践，聚力打造中国式

现代化的“滨城”样板。

“滨城”的发展，承载着中央期望和

全市重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深入新区视察，对科技创新、改

革开放、实体经济、港口建设等提出一系

列重要要求。市委提出，推进“津城”“滨

城”相映成辉、竞相发展，强调加快构建

双城互动、新区带动、各区联动的区域发

展格局，要求新区承担全市发展“战略引

领区”重任，承担起全市发展之半之责

等。“滨城”有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的

基础。从全市看，滨海新区一直发挥着

龙头引擎带动作用；从全国看，在2800

多个区县中，新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

在国家级新区中名列前茅，是改革开放

的标志区域，承担着开放创新的重任。

我们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

新担当新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

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

实践上创新突破而成功推进和拓展的。

可以说，作为国家级新区，中国式现代化

的实践创新，“滨城”既参与其中，也受益

其中，拥有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的实

践经验。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紧密结合“滨

城”实际，就能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中继续当先锋、作表率，打造

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滨城”样板。

党的二十大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树

立了新的历史坐标。奋进新时代、锚定

新坐标，新区提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滨

城”样板，打造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滨

城”样板，打造“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

“滨城”样板，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滨

城”样板，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

城”样板，打造高效能治理的“滨城”样

板。“六个”样板，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

“滨城”样板的整体，体现本质要求和新

区特质，是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滨

城”实践的主要抓手，是新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滨城”样板的路线图，是新区

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各项目标的任务书。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新区高

擎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滨城”样板的大

旗，铸“滨城”之魂、扬“滨城”精神、鼓“滨

城”之气、聚“滨城”之力，把试点变成亮

点、把先行变成先成，创造出更多“滨城

模式”“滨城经验”，为新时代美丽“滨城”

建设注入澎湃动力、增添强劲活力。

快尝快尝！！
初冬的第一口清甜初冬的第一口清甜

滨海新区筑路战场上的“先行者”
——记滨海建投集团基建管理
公司前期部部长沙春雨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