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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抗疫精神
交出“双战双赢”高分答卷

去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席卷全球，经济社会按下“暂停键”。
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助力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港口责无旁贷。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英雄。天津港集
团主动迎战疫情大考，集团领导班子率先
垂范“四战”要求，党员突击队值守“四口”
6.4万人次，助力打赢歌诗达“赛琳娜”号
生命健康保卫战，首创全国“五色图”船舶
管理，设立全国首个拖轮海上临时观测
点，坚决筑牢海上疫情防线。

天下港口，手足同心。在疫情防控最
吃劲时刻，向武汉港、黄石港等国内外兄
弟港口捐赠多批抗疫物资。天津港口医
院“四姐妹”随天津援鄂医疗队逆行出征，
驰援武汉抗疫一线，舍生忘死挽救生命，
事迹感人至深。

主动担当作为，服务复工达产。全力
以赴抢卸疏运疫情防控物资，优先确保航
天航空等龙头产业物流运输，开通免费
“海上穿梭巴士”“天天班”服务，推进长春
等铁路班列恢复常态化运行，全力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民计民生，解民忧民盼。高效解决
冷藏箱滞港难题，投资改造冷藏箱堆场，
使整体通过能力较年初翻一番以上，严防
进口冷链食品疫情输入，自主开发“冷链
食品集装箱可追溯系统”，保证百姓餐桌
“安全”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全面落实天津市“惠企21条”等一系列政
策，连续向广大客户、各船公司等发出公
开信，累计减免费用共计 1.3亿元，以“真
金白银”促实体经济企稳回升。

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放松，一手抓生产
经营不动摇。天津港集团起跑就是冲锋、
开局就是决战，咬定年初目标任务不变，
货物吞吐量突破 4.35 亿吨，同比增长
2.4%，粮食、化肥等货类实现同比强势增
长，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成绩来之不
易，殊为至贵。

攀登世界高峰
奏响“智慧港口”时代强音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天津港集团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攻克世界港口难题，把
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

加大协同创新，打造“天津港模式”。
勇闯港口前沿科技“无人区”，与国内外先
进技术企业合作，打通传统人工集装箱码
头无人自动化改造的“关键堵点”，用最少
投入、最短时间，于2020年10月17日成
功实现全球首次集装箱传统码头无人自
动化改造全流程实船作业，天津港C段智
能化集装箱码头首个泊位加快联调联试，
为世界智慧港口建设提供“中国范本”。

全面发力新基建，彰显“天津港速
度”。建设开通132座5G基站，5G技术在
远程操控等场景实现稳定应用。入围国
家智慧港口示范工程，建成京津冀港口智
慧物流协同平台，推动集装箱单证电子
化、无水港集港直通比例达到100%。成
立全国沿海港口首家全级次、全业态、全
功能“业财资税”一体化的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创新“智慧财务”服务模式。打造信
息“高速路”，提升港口数据中心服务能
级，实现港口要素信息的有效通联。

抢占创新高点，打造“天津港样
板”。一项项全球首创夺世人耳目：全球
首创实现1套系统对6家集装箱码头生
产要素集约化管理的港口，全球首台无
人驾驶电动集卡和在全球首次实现25
台无人驾驶电动集卡规模化整船作业
的港口，全球首台投入商业运营的集装
箱地面智能解锁站、打通无人自动化码
头的“关键堵点”的港口，全球首个成功
应用 5G新一代通信技术、北斗卫星导
航等最新前沿科技的港口、全球首个集
装箱传统码头无人自动化改造全流程
实船作业港口、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
示范区获批建设……创新，已经成为
天津港打造智慧港口的世界名片。

涵养碧水蓝天
书写“绿色港口”美丽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津港集
团把总书记嘱托落地落实在百里港湾，咬
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放松，全面构建
本质安全绿色发展模式，努力打造世界一
流的绿色港口。

以人为本构筑本质安全体系。始终
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推进“十严格”
要求落地，创新实施SOP工作法，开展无
人机全时域巡控，将网格化、精细化、目视
化建设作为安全生产管理重要内容，提升
员工安全防范能力，持续提升本质安全管
理水平。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推
行绿色生产模式，加快运输方式转型升
级。在全国率先实现煤焦100%铁路运输
的基础上，推进矿石与煤炭双重“钟摆式”
运输，全力打造“公转铁+散改集”双示范
港口，全年铁矿石铁路运输占比超过
62.7%，“散改集”完成170万标准箱，同
比增长80%。构建港口低碳用能体系，
26个泊位实现岸基供电全覆盖，岸基供
电量累计达到200千瓦时，自有船舶岸电
和低硫油使用率100%。大力推进LNG
等清洁能源应用，加快实施港口机械清
洁化改造，为打赢京津冀“蓝天保卫战”
作出突出贡献。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
筹陆海两侧绿色环境建设，直排海污染达
标率达到100%，近岸海域水质不劣于四
类标准，海洋生物呈现多样性，推进绿化工
程和绿地景观质量提升，推进裸露地生态
治理进程，港区绿地面积突破700万平米，
让港区绿起来、天空蓝起来、海水碧起来，
展现港城融合发展的欣欣向荣新气象。

服务国家战略
绘就“枢纽港口”壮阔蓝图

天下港口，津通世界。深度融入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天津港集团开足
马力，发挥国家核心战略资源作用，闯
出世界一流枢纽港口新蓝海。

坚持以客为尊，想尽千方百计、走遍
千山万水、倾听千言万语、服务千家万
户，实施“四千行动”，创建“四千体系”，
深入腹地召开主题推介会28场，与马士
基、地中海等开展线上对话，全年走访客
户2100家次，传递津港服务温度，全力
打响“四千品牌”。

坚持现场即市场理念，以效率攻坚提
升服务质量，抓两头、

带中间，高水

平组织3场文明环境现场观摩会，全年刷
新各货类作业效率20次，打响“津港效
率、全球领先”品牌。提升服务质量，成立
集装箱业务授理中心，推进集装箱线上与
线下业务整合，建立集装箱全物流链综合
服务系统，大力推进“阳光价格、阳光服
务、阳光效率”，打造“五保五即”，实现船
边直提、抵港直装服务新模式。

着力构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设
立北京区域总部和天津港雄安新区服务
中心，深化津冀港口干支联动，打造环渤
海内支线协同操作平台，提升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能力。陆侧织密服务网络，延伸
至吉林长春、新疆和田等内陆腹地，开通至
成都的冷箱集装箱班列、乌海PVC等新货
类新货源；海侧打通东西南北海运大通道，
加强津冀港口协同发展，与沿海港口和主
要船公司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开通至南沙、
厦门、钦州等“两港一航”精品航线和至宁
波的北京奔驰内贸航线。

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
点，深拓“一带一路”航运网络，开辟9条外
贸集装箱班轮新航线，实现外贸集装箱船
舶整船换装“零突破”，天津北方国际航运
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支撑、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陆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现代化的国际
航运枢纽的定位更加凸显。

深化国企改革
迸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
移深化改革，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
招。疫情之下，天津港集团打开脑袋上的
“津门”，勇涉“深水区”，敢啃“硬骨头”，敢
打“攻坚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形成最
大改革“乘数效应”。一系列改革任
务率先破题，改革举措全面铺
开，为港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改革攻坚激发生机活
力。坚持“混改、整合、清
退”并举，非经营性资产剥
离迈出新步伐，实现瘦身
健体、提质增效。大力实
施“人才强港”战略，深化用
人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以职
业经理人为重点的选聘模式
改革，集团公司面向全国公开
选聘5名总裁、副总裁，全面完成
14家单位经理层成员市场化选聘、4
家单位领导班子目标化选聘、5家单位专
职副书记竞争性选拔、全体中层领导人员
聘任制转换，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
减的“三能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激发企业
内生活力和动力。

管理体制改革成效凸显。有力落实
“一港六区”整合，构建“一个集团管港口”

模式。深化港口和引航一体化协
同联动，实现港口与引航

中心业务系统对接，
实现“以泊定

引”，引航

效率明显提升。积极推进资源整合，着力
做强做优港口主业，推动集装箱跨越式发
展，推进大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多元业务
提效增速发展。
全面依法治企立体推进。旗帜鲜明

落实党组织法定地位，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1+3”权责体系，把依法治企要求融入企
业经营管理各环节。健全企业合规管理
体系，深化合规文化建设，推进法律体系
和审计体系建设，推进依法治理、合规经
营、制度管理。加快推进企业综合管控系
统建设，形成三级管控架构，加快国企数
字化转型，不断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打造
法治国企“天津样板”。

铸造红色引擎
激发融入式党建全新活力

强根固魂筑堡垒，凝心聚力促发展。
疫情之下，天津港集团取得的发展成绩证
明，坚持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相融互促，
党建工作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
力，做细就是凝聚力。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创新实施“融入式”党建工程，出台《实
施“融入式”党建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
织力三年行动计划》，形成“六融六力、三
评一体、六红工程、六员网格”工作布局，
以实施“六大红色工程”推进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以抓实“三评一体”构建完
善有效的党建工作保障机制，以搭建“红色
载体”，找准服务生产经营的着力点，创新
实施“六员网格”，以党建引领基层企业治
理新模式，以“融入式”党建促业务发展，实
现企业基层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打
通基层党建融入发展“最后一公里”，实

现562个党支部和6850名
党员全面攀高，形成独
具天津港特色的国
企党建品牌。

坚持以政
治 建 设 为 统
领，把党的全
面领导融入
企业发展管
理全过程各
环节，持续深
入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视 察
天津港重要指示
精神和新年贺词重

要要求，全面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开展“国企党建质量年”活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形成
“党委领导、党建引领、支部堡垒、党员先
锋”工作格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
港口提供不竭动力。
历史交汇点，亦是历史新起点。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宏伟蓝图，天津港集
团不忘初心勇向前，牢记嘱托再出发，立
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
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世界一流绿色智
慧枢纽港口建设，以“天下港口、津通世

界”的胸怀气度,以“津港四千，天天
为你”的服务姿态，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不断开创蓬勃兴
盛新局面！

蓬勃兴盛潮头立
——天津港集团克难奋进交出践行嘱托高分答卷

逆风破浪海天阔，蓬勃兴盛潮头立。站在时间刻
度上回望2020年，渤海湾畔的天津港，正在历经前所
未有的蜕变。

生产数字逆势上扬，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835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6.1%；环渤海集装箱运量突破100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68.3%；集装箱海铁联运突破80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41.8%……多项数据增幅位居全球主要
港口前列。

科技创新高光频频，全球首次实现25台无人驾驶
电动集卡实船作业，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建设的港口自
动驾驶示范区；全球首次实现传统集装箱码头自动化
改造全流程实船作业；新建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集成应
用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津港创造”令世界瞩目。

过去的一年，直面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冲击，天津港集团从未停歇攻坚前行的脚
步，凭借“志在万里、勇攀高峰”的精神，跑出世界一流
港口建设“加速度”，以“硬核”力量，助推我国成为全球
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不负总书记殷切
嘱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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