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讯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倒计时

25

时讯
J
i
n
n
a
nS
h
i
x
u
n

TI
ANJ
I
NRI
BAO

责任编辑：赵艳莉 邮箱：jnqrmt03@tj.gov.cn 新闻热线：28532915

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本报讯 5 月 9 日，津南区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4 月 30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津南
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区委副书记唐小
文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
时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等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对于做好全局
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解放思
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加快推
进绿色生态示范区、会展经济功能片区、创
新发展聚集区建设。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切实从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
力量，转化成“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
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信仰、坚定信
念、增强信心。要坚定不移推进绿色高质
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扎实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任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积
极抢抓国家会展中心、海河教育园区改革
带来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努力把津南打
造成天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提高土地
开发利用效率，严查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坚决守住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工 作 条
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大交流培养力
度，健全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为推动津南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
“强动能”。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三绿色一生态”目
标思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高品质高
标准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全面创建绿
色机关、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医院，涵
养津南文明绿色创新的城市气质。要以抓
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为契
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和市相关文件、会
议精神，讨论通过了本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活动安排方案，并研究了其他
事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
春末夏初，风光无限。位于“天津智
谷”津南经济开发区的联东 U 谷天津双创
中心项目现场，多辆大型挖掘机、工程车
整装待发，奏响了开工建设的序曲。
这是联东集团与津南经济开发区为盘
活闲置低效工业用地达成的战略之举，也
是开发区“腾笼换鸟”招大引强、推动产业
提档升级的有力尝试，更是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以来，津南区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
宗旨的生动实践。
伴随着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津南经
济开发区打响了“二次创业”攻坚战，开启
了以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会展产业等领
域为支点，凝聚绿色高质量发展后劲的新
征程。

“腾笼换鸟”未来可期
——津南经济开发区启动低效企业转型计划

深度调研——破解“成长的烦恼”
成立于 1992 年的津南经济开发区是
津南区综合性市级经济开发区。在加快
推动“三区”建设，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的大背景下，开发区率先遇到“成长的烦
恼”——紧邻市中心，可开发土地不多，且
许多企业呈现低效运营状态……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园区进行了
深层次、全方位的调研，发现域内有 2000
多亩工业土地属于低效闲置用地。”津南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国艳说。为了
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土地效益，开发区组
建专班在全国各地进行广泛调研，并对相
关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决定以“市场
化”手段盘活存量、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
“腾笼换鸟”
实现
“凤凰涅槃”。
可什么样的“笼”得腾，该换什么样的
“ 鸟 ”，如 何 为 新 动 能 发 展 创 条 件、留 空
间？张国艳说：
“ 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进行深度调研，系统梳理了园区内低效
的、停产的、未建成的或者建设进展缓慢
的企业和项目，并建立起信息清单。”通过
调研，他们详实地掌握了辖区企业有关经
营状况、纳税情况、厂房结构和出租情况
等第一手资料。针对每个项目不同情况，
一方面实行“一企一策、分类施策”，通过
公开竞拍、权属并购、引导供需对接等方
式，量身定制盘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出
击，以“邀商”的方式联系对接具有盘活经
验的企业，着力让过去的“包袱”变成产业
发展的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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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5 月 10 日，津南
区开展企业服务日暨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
观摩活动。区委书记刘惠、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孙长顺、区政协主席方昀、区委副书记唐
小文等区级领导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分
赴 15 个重点项目和科技企业进行现场调研
服务，直面难点痛点，倾听企业心声，为企业
发展排忧解难、提振信心，全力以赴推动津
南绿色高质量发展。
刘惠带队走访了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产教融合工程中心、天津大学大型地震工
程模拟研究设施项目、肯拓（天津）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每到一处，她都深入施工现场、
生产车间，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安全质
量管控，听取企业发展思路和生产经营状
况，并就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进行沟通交
流，现场“把脉问诊”
、逐一认领任务，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刘惠说，重点项目和科技企业
是推动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服
务好项目和企业就是服务津南发展。各相
关部门要增强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与企业项目的
对接交流，及时倾听意见诉求、了解所需所
盼、做好跟踪服务，切实解决项目建设和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制约瓶颈，努力营造一流的
发展环境，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和津
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希望项目单位和企业家坚定信心决心，立足
自身产业优势，找准与津南区建设绿色生态
示范区、会展经济功能片区、创新发展聚集
区的契合点，聚焦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教
深度融合，进一步增添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活力与动力。
孙长顺、方昀、唐小文等区领导分别带
队深入金华园北安置区菜市场、会展地块生
活垃圾转运站、臻道机械汽车零部件、天津
鼎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民生保障项目、科
技创新企业进行走访服务，面对面了解项目
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迫切需求，点对点
回应关切问题，现场协调推动项目加快建
设，全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走访
服务，项目单位和企业家们倍感振奋与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
抢抓津南“三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找准定位、增强信心，不
断向着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目标迈进，为津南绿色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津南区召开会展服务保障第三次推动会

打好打赢服务保障攻坚战
牵线搭桥——引来“筑巢的凤凰”
“得益于‘腾笼换鸟’政策，这是我们
联东集团在天津投资的首个旧改盘活项
目。”联东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诸栗说，该
项目原厂房 10000 余平方米，通过盘活再
升级，这里将新建 55000 平方米的联东 U
谷天津双创中心，通过“向空中要效益”来
建设
“立体”
的开发区。
据了解，该项目结合津南特色产业，
以大健康和会展经济为主导方向。园区
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达到 3 亿元以上，
税收 2500 万元以上。通过双控入园企业
质量，项目将严格执行市场化退出机制，
致力于打造天津市城市更新和存量盘活
的新标杆。
联东集团的入驻，其实是津南经济开
发区“牵线搭桥”
对接供需双方的成果。
“我
们主动对接联东集团，对照园区现有的存
量载体，帮助企业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实
现了项目落地。”张国艳说，为了服务好这
个项目，开发区成立了“一对一”的工作专

班，从前期调研、到公开竞拍、再到项目审
批，
每个环节都做到“跟踪”
服务，积极帮助
企业对接区政务服务中心落实惠企政策，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项目落地。
“我们能做到的、能想到的，开发区工
作人员都会提前做到、想到，项目之所以
能顺利推进、开工建设，离不开他们的支
持和服务。”诸栗说，
“ 后续我们也会全力
以赴加快项目建设，做到边建设边招商，
力争在今年年内主体全部封顶，明年 4 月
份完成竣工验收，并实现企业投产入驻。”

持续用力——增添“换鸟的活力”
联东集团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低效
用地问题的模式，可以说是津南经济开发
区探索出的“腾笼换鸟”成功典范。
“ 我们
要继续做好挖掘自身潜力、加快提档升
级、强化招商引资……努力向土地存量要
发展增量，让更多的园区活力和发展空间
被有效释放出来。
”
张国艳信心满满地说。
目前，开发区运作的“腾笼换鸟”
项目
还有两个，
盘活了开发区东区的两块闲置载

体。一个是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项目，
它以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为依托，
重点引进高端精
密仪器领军企业。项目预计投资 5 亿元，
一
期启动 54 亩、二期预留 89 亩，预计新增产
值 23 亿元、新增创税 2 亿元。目前双方正
在拟定协议，计划近期签约。
另一个是美孚润滑油新供应链项目，
它作为总部结算基地，经营美孚润滑油去
包装化和智能物联产品。项目预计投资
4000 万元，占地 30 亩，预计新增产值 4 亿
元、新增创税 2000 万元。目前双方已经
签署了买卖合同，首笔款项已支付，正在
进行股权转让事宜。
加快“腾笼换鸟”，需要“壮士断腕”的
勇气。如今，津南经济开发区还在积极开
展旧改盘活，并进一步探索“腾龙换鸟”
的扶持政策，明确倒逼、激励、服务的具
体措施，加快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推动项目向
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聚集，促进产业集
群集约集聚发展，以更加积极主动、开放
包容的姿态汇聚创新发展新动能。
记者 刘静男

小站稻种植全面启动
谷雨栽早秧，节气正当时。连日来，小站镇
会馆村抢抓农时，泡田整地、插秧种稻，为 600
亩农田披上“绿装”，有序拉开了津南区小站稻
种植的序幕。
张鸾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5 月 5 日，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召开会
展服务保障指挥部第三次工作推动会，实地察看了东沽路地
铁站周边市容环境治理，国展大道两侧绿化、市容、道路设施
建设等情况，现场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汇报，并在会展中心工程
建设指挥部进行首展服务保障演练。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光华
出席。
刘惠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
使命感，聚焦“首展必赢、首战必胜”目标，深化“拥抱会展、共赢
津南”主题实践，强化担当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凝心聚力、真拼
实干，坚决打好打赢首展服务保障攻坚战。要形成统一高效的
指挥体系，完善指挥链条，强化层级管理，坚持密切配合、协调
联动，精雕细琢、提升细节，加快推动领导就位、部门就位、人员
就位，实现安全到位、服务到位、保障到位。要全力推动各项任
务落地落实，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转变思维方式，创新工作
方法，推动各方面工作变
“蓝图”
为
“盛景”
。
邓光华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要明责尽责、跨前一
步，加快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强服务保障人员培训，固定
职责、固定岗位，畅通联络渠道，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现场服务
能力。要做好临时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增强能
源、通信等应急保障能力，改善周边整体环境和市容市貌，营造
浓厚宣传氛围，提高酒店服务质量，提升客商体验感和舒适
度。要抢抓会展机遇，将“家门口”的商机转化成招商引资成
果，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津南。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彦华分析
了首展面临的形势和机遇挑战，并围绕做好现场安全保障、畅
通会展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相关区领导、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公司和区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

区政府召开第109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唐文博）5 月 6 日，区长邓光华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 109 次常务会议。
会议就落实好上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津南区“十四五”
开好局、高起步进行再部署。会议审议了《津南区优化营商环
境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讨论稿）》
《津南区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
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讨论稿）》
《津南区关
于进一步做好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指导意见（讨论
稿）》等文件。

区政协开展旅游景区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鸾）5 月 11 日，区政协开展“旅游景区环境
清整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专题调研，区政协主席方昀、副主席
马春连、刘颜明参加。
委员们视察了北闸口镇前进村和小站练兵园，听取区文旅
局关于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介绍。委员们结合我
区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整合旅游
资源、引进专业队伍开发运营等意见。

