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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时限压缩至“0、1、3”工作日
4月20日前“津心登”纳入“津心办”
年底前不动产抵押登记全程网上办
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部分业务实现“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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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祝贺
他当选老挝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老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建交

60年来，两党两国关系乘风破浪、历久弥坚。近年来，中老传

统友好实现新发展，战略互信取得新提升，务实合作迈出新步
伐，双边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去年以来，我们携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生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巩固深化
了兄弟般友好情谊。

（下转第4版）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就坦桑尼
亚总统马古富力逝世向坦桑尼亚新任总统哈桑致唁电，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坦桑
尼亚政府和人民以及马古富力总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马古富力总统是坦桑尼亚杰出领导人，生前为推动
中坦、中非友好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他的逝世是坦桑尼亚人民的巨大
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珍视中坦深厚传统友谊，
愿同坦方一道，深化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电贺通伦当选老挝国家主席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3日，市委书记
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在迎宾馆与
中建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周乃翔，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郑学选一行会谈。

李鸿忠表示，长期以来，中建集团与天津保
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十四五”，我们把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历史机

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制造业立市，
着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品位，
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智能科技、信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双方合作
前景广阔。希望中建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津投入，深
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智慧城市等领域
合作。

周乃翔表示，中建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中建全产业链优势，进一
步加大在津投资建设力度，深化双方在基础设施、
城市更新、生态环保、建筑新材料、智慧城市等领域
务实合作，为“十四五”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贡献力量。

中建集团领导马泽平、单广袖，市领导孙文魁
参加。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逝世

习近平向坦新任总统哈桑致唁电

李鸿忠廖国勋与中建集团董事长周乃翔会谈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本报讯（记者 陈璠）“十四五”起步之年，我市聚焦补短板、
强弱项、惠民生，精准发力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项目蓄势待发。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前，市发
展改革委印发《天津市2021年重点建设、重点储备项目安排意
见》，全年安排重点建设、重点储备项目共 702 个，总投资
17706.48亿元，年度投资2098.09亿元，涵盖产业科技创新、基础
设施、农林生态、社会民生和其他等五大重点领域，投资规模达
到近年来最高水平。

据了解，市发展改革委从去年四季度就提前启动了今年重点
项目申报工作，与各区、各部门充分沟通、反复衔接、认真研究、
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最终项目清单。据市发展改革委投资处处长
高怀英介绍，在梳理编制今年重点项目清单的过程中，主要遵循三
方面原则，一是紧扣中心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及
全市重点工作，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制造业立市、“双城”发
展格局、“两个中心”建设，强化关键领域重点项目对高质量发展支
撑，以增量优化存量，不断培育新增长点。二是严把项目质量。原
则上总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项目可列入，项目应符合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主体功能区划、区域规划及有关专项规
划、国家和市有关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符合节能减排控制要求。三是注重民生改善。对标政府工作报
告、20项民心工程，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围绕
“一老一小”、休闲旅游、城乡融合发展、公共空间提升等方面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具体内容来看，今年全市安排重点建设项目430个，总投资
10598.39亿元，年度投资2098.09亿元。其中，包括产业科技创新
项目163个，总投资2406.28亿元，年度投资512.81亿元，重点推
动中科曙光天津产业基地二期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基础设施项
目97个，总投资4862.05亿元，年度投资811.59亿元，重点推动京
滨城际等项目加快建设；农林和生态项目44个，总投资923.55亿
元，年度投资137.08亿元，重点推动736、875等项目加快建设；社
会民生项目88个，总投资1271.94亿元，年度投资237.19亿元，重
点推动中核工业大学等项目加快建设；其他项目38个，总投资
1134.58亿元，年度投资399.41亿元，重点推动天津南港120万
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等项目加快建设。

今年全市安排重点储备项目272个，总投资7108.09亿元，年
内重点推动项目前期工作。包括产业科技创新项目88个，总投资
1453.01亿元；基础设施项目93个，总投资3423.76亿元；农林和
生态项目19个，总投资335.54亿元；社会民生项目43个，总投资
1598.69亿元；其他项目29个，总投资297.08亿元。

当前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影响和决定着未来的产业结构和经济
运行质量。与往年相比，今年我市重点项目呈现出四方面新特点。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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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投向五大领域
■投资规模近年最高

本报讯（记者 米哲）
22日至23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廖国勋带队调研重点项
目并召开现场办公会。

会上，滨海新区、津南
区、西青区政府和市发展改
革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委、
市交通运输委、市合作交流
办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与会
市领导逐一作了点评。

廖国勋在讲话时指出，
此次现场观摩活动是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
狠抓我市“十四五”规划实施
的有力实践。各级干部信心
倍增、比学赶帮超气氛浓厚，
一批绿色低碳、解决“卡脖
子”难题、满足群众美好生活
需求的好项目涌现，全市高
质量发展“底座”进一步夯
实。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
要论述，坚持系统思维，立足
当前、谋划长远，以高水平项
目建设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千好万好没有项目难

以续好，千行万行没有项目
寸步难行。”廖国勋强调，要
紧盯“一基地三区”定位，树
牢“项目为王”理念，勇于挺
身而出、敢于放手一搏，深入
谋划储备更多优质项目。要
坚决杜绝“饥不择食”，严防
“穿马甲”圈地、好看不中用
的项目，既不能“杀鸡取卵”，
也不能“养鸡为观”。要形成
内外兼优格局，紧紧围绕十
大重点产业串链补链强链，
在链条式招商引资上下更大
功夫，以“一视同仁”的保障
激发已落地企业内生孵化能
力。要“有心栽花”与“无心

插柳”并举，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积极“谋”，最大限
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抢抓项目。要明确项目服务对
于市场主体只有“好”与“不好”的评价，没有中间
状态，人人都要主动担当作为，营造公平、透明、法
治化、可持续的营商环境。

会前，市领导和有关市直部门、各区负责同志
利用一天半的时间先后深入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
司MLCC滨海三期扩能、中环DW、天津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基地、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中国电科
微波复合介质基板研发生产、“智慧津南”和“数据
湖”（一期）、经纬恒润天津研发总部、鹏瑞利国际
健康商旅城等项目调研。

市领导连茂君、孙文魁、李树起、康义、王卫东、
周德睿、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分别参加上
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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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我市不动产登记便民惠企服务水平，市规划资源
局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 依托我市“不动产登记
一网通”改革，进一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全
面提高登记效率和水平。自2021年4月1日起，将
全市各类不动产登记时限由现行“0、3、5”工作日的
办结时限压缩至“0、1、3”工作日。同时，登记时效向
全国先进标准看齐，最短一个环节45分钟内办结。

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是服务市场主体、不
断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市规划
资源局通过深化改革，打通信息瓶颈，不断提高不动
产登记效率和服务水平。今年4月1日起，全市各
类不动产登记时限将由现行“0、3、5”工作日的办结
时限压缩至“0、1、3”工作日。“具体来说，此次提速
将对企业间转移登记、异议登记、查封登记、土地首

次登记，以及‘一网通’银行端和移动端‘津心登’
App登记业务等线上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即时办
结。其他登记类型按照难易程度，进一步压缩到1个
和3个工作日办结。”市规划资源局自然资源调查登
记处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市规划资源局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
营商环境，提出了十项重点任务。除了进一步压缩
办理时限外，还包括推动信息共享、一站式办理、异
地网上查询等。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6月底前，
将推动不动产登记部门与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
用服务信息共享。去年已完成与电力部门的系统对
接，实现不动产转移登记同时电力同步过户。下一
步，将分别与供水、供气、供热中业务占比较多、信息
化基础较完备的单位先行建立系统对接，此后逐步
扩展范围。”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刘平）23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围绕“推动民族地区多渠道就
业”主题召开调研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出席并
讲话。副市长周德睿出席并介绍我市就业基本情况。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罗黎明、全国政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杨小波、内蒙古自治区
政协副主席刘新乐出席。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主持。

座谈会上，市有关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
情况，进行互动交流。与会同志就优化产业合作、推
进就业政策落实落地、健全完善劳务协作对接机制
和政策措施、助推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创业、加强对口
地区就业帮扶、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扶持、健全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盛茂林在讲话中首先感谢调研组对天津工作的
指导和支持。他指出，此次调研组来津调研必将对
我市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多渠道就业工作起到重要
作用。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
全面准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规，充分发挥
我市区位优势，全心全意支持帮助民族地区发展。
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深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断提高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为推动民族
工作作出新贡献。
罗黎明对我市在推动民族地区多渠道就业工作

方面所作的相关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多年
来，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造了许多可借鉴可推广的
经验做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对推动民族地区多
渠道就业特殊性、规律性的认识，以此次专题调研为
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多听多看多思考，提出更多有价
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市政协秘书长高学忠出席座谈会。

我市不动产登记再迎“大提速”

“一网通”抵押最快45分钟办结

为推动民族地区多渠道就业建言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召开座谈会 盛茂林出席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确定

学习百年党史 践行初心使命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河西区、武清区宣讲报告会侧记

一堂青春红色大课 日前，由中建五局承建的天津地铁7号线八里台代建站全面进入基坑开挖阶段，为下一步
站房施工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温馨 摄

五领域 科技创新 基础设施 农林生态 社会民生 其他

三原则 保重点 高质量 惠民生

新特点 产业新 规模大 质量优 项目实

此次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行庆祝大会、开展“七一
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举办大型主题展览、举办文艺演出、召开理论研讨会和
座谈会、创作推出一批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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